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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春天的腳步，暖和的陽光，輕柔的微風。台加特別為學童舉辦的魔術棋
彩春令營，在歡樂與依依不捨互道	"暑假再見"	聲中落幕。這春天的第一個
假期，大家紛紛往外跑，不論是公園散步，濕地賞鳥，還是就在自家的菜圃
除草撒種。這原本該是一年當中最充滿生命力的季節，	卻在接二連三震驚
世界的事件中，蒙上一層不安與悲傷。

當大家對巴黎恐攻仍心存猶悸，和平的國度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突驚受恐
攻，歷經戰亂恐襲的巴基斯坦，也在難得有的溫馨復活節公園野餐中，因爆
炸案滿目瘡痍，生命失落家庭破碎。沒想到看著這一切發生所帶來的人心悲
慟之後，台灣竟在完全無法想像與震驚的狀況下，失去一個可愛的小女孩-
小燈泡。

堅強的母親呼籲社會，大家一起來喚回些愛，喚回些甚麼，讓她女兒走得值
得。她還說：請大家幫我，好好的抱您們身邊最愛的人!	偉大的媽媽，忍住
悲傷，以她的堅毅與大愛，在自己生命中最黑暗的時刻，卻點亮一根火柴，
點亮她的小燈泡。我們不只有心痛與不捨，不只有憤怒。	"政府的責任，就
是讓每一個可能掉出社會安全網外的社會邊緣人，都可以被接住，接受公平
的教育，擁有穩定的工作，過著正常的生活。"

本期台加月刊正好有幾篇文章，探討了教育與健康成長。科技的發達不能取
代的是家庭與教育，電玩與日新月異的電子用品，是永遠無法與父母的陪
伴，以及人與人之間的互動相比擬的。這個社會破了很多洞，需要我們所有
人用盡全力把他們都補起來。重新證明這個社會是有愛的，這個世界是美好
的，就從我們自己、鄰居、家庭、社會、大家的感同身受連結起來，攜手重
建教育的價值觀，與社會的相對責任。在台灣如此，在加拿大亦若是。

台加文化協會在上月台德美食啤酒節歡樂的迴響之後，	四月份將迎接首度
與日裔中心合作的	"Celebrate Spring!	春宴"	(詳閱封底)，以及兩年一度與
溫哥華跨文化樂團共同舉辦的	"龍吟滄海音樂節"	(詳閱p.14)。同時也期
待邀大家一起來參加母親節前一天在鹿湖的台僑社區健行活動，還有五月
份亞裔傳統月中，台灣紀錄片與電影的播放，以及首次邀溫哥華媽媽團和
Marpole Oakridge Family Place一起主辦的台灣童玩節。也在此預報六月初
第三屆的馬寶舞蹈節邀您共舞，六月中第十屆台灣電影節邀您共賞。

讓我們許個願，讓	"愛"	不再是口號，不只是一個念頭，而有實質內涵，並
付諸行動!	用雙眼感受，用心領受，人與人之間的關懷，建立真善美的社會
核心價值。不論身處台裔社團社區哪個角落，由內而外自愛自信，互助互
重。踏入社區，服務分享，再走出社區，為台灣贏得社會與世人的尊敬與友
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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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在加拿大溫哥華英屬哥倫比亞大學

(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 UBC)
裡的台灣學生新新人類社團 (New Taiwanese 
Generation - NTG) 成員的合作之下，孕育了

前所未有的台灣溫哥華青年成長遊學計劃 (NTG 
Exchange Program - NTGx)。

歷經了三屆的 NTGx Program，從大家剛開始不

眠不休地，單純為了理念去努力，到 2016，看

見第一屆團員們所達成跟進行中的突破，我們

也終於能夠在喜悅與感動的同時，給彼此不斷

被外界所質疑的付出，有了一個肯定。

OPENING CEREMONY
在開幕式上 , 每一個人都以自己的角度和故事

分享來到 NTGx 的理由。 其中，創辦人之一，

Jordan Karyanto, 說著他還對 NTGx 依依不捨

的原因。他說並不是放不下心，而是這個地方

就是家，是他屬於的地方。而活動部部長， 
Wendy Yang， 提到這一年當幹部的經歷，說

NTGx 是他勇敢的起點。對每一個在場的人而

言，NTGx 都有屬於他們的意義。 學生們也在

分享故事的氣氛感染下，簡單的自我介紹之後，

分享著小時候的偉大夢想。然而就算在那 “長

大以後我想 ...” 和現狀其實並不一樣， NTGx 
都將會是以勇氣和堅決跨出夢想的其中一步，

也會成為他們所屬的地方。活動接近尾聲，學

生們用笑聲開啟了彼此的心房，在每一個笑聲

背後，也聽出學生們漸漸熟悉環境的不同，以

及彼此的存在與陪伴。

NIGHT OF INSPIRATION
「如果我就在這一刻死去，我不會有任何遺憾，

因為我覺得我這一生已經過得很充實了．但如

果可以選擇，我一定會選擇活下去，因為人生

實在還有太多的可能了！」 來賓上台的第一句

話，似乎點破了當晚的主題，－盡 100% 的心

力活在當下，以 100% 的心胸迎接改變．在微

微的燈光下，四位來自各種領域的菁英，紛紛

上台分享自己的心路歷程。台下有些學生勇於

發問，有些則聽得入神．聽完來賓的鼓勵之後，

學生似乎可以更勇敢地作夢，並勇敢地踏出實

現夢想的第一步，無論現在的他們離夢想多遙

遠。

LET'S TALK ABOUT SCHOOL
不論是關於教育制度、學生生活、課業壓力，

或是未來發展的議題，來自各個背景的來賓與

學生們都熱烈地參與討論。透過一晚的來來往

往，台灣和加拿大的學生對於東西方的教育制

度及環境、初來異國的不適應，及一路來的心

路歷程，有了更深透的了解。或許在不久的將

來，將會看到學生們踏出舒適圈，再次來到

UBC 追尋下一個人生目標！

(圖文提供 : UBC 新新人類社團 )

Bravo! 勇敢地作夢 !
- 台灣青年溫哥華遊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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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花絮】

文 /戴振華 2016 台加魔術棋彩 Fun 春假營已於 3 月 16 日圓滿落幕，雖然當天是 Good Friday，
但成果發表會的現場，還是擠滿人潮。

下午二時左右，負責 Fun 課程的 Cathy 和 Charlene 和義工 Selina，一起把學生帶到

台加倉庫，為每個孩子穿上印有 Taiwan 的 T-Shirt，然後到二樓預演。好像是要迎接

盛會似的，每個孩子都心理有譜，所以都好聽話。義工 Leah、Yang 則在一樓教室整

理、佈置所有學生的靜態作品。有素描、水彩、水墨、紙花、卡通畫、蝶古巴特等。

看著他們忙，聽著主會場 Bonnie 老師和學生們傳來的豎琴聲，心想，如何邀請更多

好老師來台加，如何給學生更好的教學品質，應是學校的基本使命。

春假營首日最受孩子歡迎的，當是 Kelvin 的魔術課。他考量到三個班級年齡層不同，

所準備的教材也不一樣。看著下課時孩子們爭著拉住大人，想現學現秀時，心想，讓

孩子驚喜，讓孩子喜歡，不就是學校的目的？

藝術是春假營課程的主軸。希望學生將來因喜歡藝術，而能充滿自信的隨心創作，也

能欣賞身旁細微而美麗的東西。至於棋，希望孩子能因下棋而養成思考的習慣，並在

適應棋盤上的輸贏之後，漸次增強其挫折容忍力。 在 Fun 的教學研究會中，教師曾

問，何謂 Fun? Fun者，動態的歡樂課程是也。孩子窩在桌前久了，筋骨總該動一下。

午餐時間不長，學生都三五成群和好友聚著，有義工 Yang 和 Ryan 的鋼琴聲伴著，

相信也是溫馨時刻。

感謝學生和家長的支持，我會珍惜每次的相遇；感謝教師們的真心教導；感謝義工們

無怨無悔的付出。看著孩子們在發表會後，擠在堆滿西洋棋、象棋、跳棋、跳繩獎品

區左右為難時，想說：你（妳）來，讓我們相約在 2016 的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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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十幾年來，我最得意的一件事，就是我們家一直有個全家

人使用的家庭辦公室，每個人有自己的書桌與櫃子，只要吃

過飯，大家就很習慣地待在辦公室裡，成員之間可以自然而

然的互動。

我經常幫人家買賣房子，對一般人的居住規劃有一定程度的

瞭解。我發現，不管房子大小，絕大多數人都沒有設計出一

個空間，讓全家人沒事就想待在那裡。

有大房子的人，通常會有一間氣派的書房，裡頭只有一張董

事長級的辦公桌與大大的品質高尚的書櫃，平常只有男主人

會用，而男主人卻很少過來住。有些家庭也給孩子規劃書房，

兩個孩子在一個房間，大人則在家庭廳看電視，結果孩子們

整天玩電腦遊戲，大人愈來愈管不動他們。

房子小一點的，可能讓孩子擠坐在餐桌上做功課，只要功課

做完，就隨便他們做什麼。很多孩子待不住會往外跑，或者

乾脆關在房間裡上網。

其實，家庭空間的設計，會影響家庭成員間的互動。孩子小

時候，當父母的還可以釘著，等他們到了高中大學了，如果

經常待在自己房間把門一關，父母連敲門都不好意思，甚至

會因為進入孩子們的房間而引發衝突，更別談溝通與互動了。

若是有一個他們喜歡待的開放空間，平常除了吃飯睡覺，其

餘時間都願意在那兒，父母也跟他們在一塊兒，就算每個人

都看自己的電腦，各自欣賞不同的影片，彼此還是看得到，

眼神也可以交流。

不僅是孩子，對移民第一代的父母來說，這也是個安頓身心

的所在。大部分移民來的時候，都是三、四十歲，突然放棄

了原來還不錯的工作，成為無業人士或打工族，在情感上是

很不舒服的。如果有一張辦公桌，每天坐在那裡就像回到從

前，會有更多屬於職場的信心。

移民之初，我們租房子住。一開始，租了一間家具滿滿的房

子，我們從台灣運來的半貨櫃的東西，只能寄放在朋友家。

房東有大電視大沙發，卻沒有書桌。我與兩個孩子只能擠在

四人坐的餐桌上讀書寫作業，吃飯時就得收起來，感覺不是

很舒服。

後來我們換租一間空的房子，擺了自己的家具，還趁著別人

回流，買了四張漂亮的木質書桌。然後，我們就有了家庭辦

公室，別人放長餐桌的地方，我們擺了四張桌子，兩張兩張

面對面「辦公」。孩子的爸爸晚了幾年過來，一來也立即有

了自己的位置。

後來我們買了房子，整個屋子裡最大的一個空間，成了家庭

辦公室，我們把所有桌子櫃子全部放那裡，每個人都有自己

的小小地盤。這期間，孩子大了，女兒去多倫多住校，回家

時還是很自然地回到自己的書桌。兒子緊跟著也去UBC住校，

周末回家很習慣地就待在家庭辦公室裡。

現在孩子們都工作了，一個住家裡，一個在外頭，只要他們

回家，全家人 一定在一起，因為我們的書桌緊密相連。

這是一個「個人媒體」時代，每個人都有自己發布消息與接

收訊息的管道。父母子女之間連一起看個電視電影都不容易，

因為喜好大不相同，而且每個人各看各的電腦，根本不需要

一起看。唯一能將大家綁在一起的，除了濃密的情感之外，

就是空間規劃了。不管屋大屋小，都要有一個大家願意待的

地方，只要在那裡，就能看見彼此在做什麼，不需要言語。 

創造一個家庭辦公室 
文／蘇嫻雅 ( YA YA SU )

▼ 室內空間設計，美觀氣派很重要，實用更重要。



6 · 台灣美食

乍看起來不到三十，「聚」的幕後靈魂人物 Johnny，說在

台灣當完兵，也來溫哥華二十年了。當年唸的是汽修科，在

校期間也紮紮實實當了幾年的黑手。畢業後因對餐飲業的興

趣，與友人一起開了兩年的牛肉麵店。當完兵，與父母家人

一起移民來到溫哥華，沒想到最後獨自留下來的他，走出了

自己的一片餐飲天地。

有人說，一個人的味蕾是從小時候的飲食經驗來的。Johnny
提到他是在西門町長大的，想來當年中華商場傲人的各式小

吃美食，肯定不知不覺中與他今日對餐飲業的情有獨鍾息息

相關。說自己對吃很簡單的 Johnny，因著一股對餐飲業的

熱情，投入了二十年的青春歲月。一步一腳印，先後與友人

合作，經歷泡沫紅茶店，「刷刷亭」台灣小火鍋店，到曾掀

起一股台菜風的「風尚」。

單純做廚師與做老闆有何不同，Johnny 說「廚師只要做好

東西就好，無憂無慮。」然而作為一個經營者，需要負責內

場菜餚的一定標準，也要留意外場接待的服務禮儀與效率管

理等，辛苦得多，責任也大。求好心切不只是菜餚，每年也

一定趁員工休假，趕緊做店內的重新粉刷整修，維持店裡門

面的清潔，務求給客人一個清爽舒適又衛生的用餐環境。

「聚」的菜單上，每一道菜都有照片，這對不諳中餐或台菜

的他族裔食客，也是極為貼心的服務。吸睛創意的菜名也讓

人躍躍欲試且會心一笑，像「心太軟」「蒼蠅頭」。相詢之下，

連餐廳迎賓的入口，超過兩百支的各式茶壺，也是 Johnny
每回返台，親至台灣陶瓷重鎮鶯歌精挑細選回來的，這一整

面的茶具玻璃櫃，傳送出一種典雅馨香的風味。

2006 年的冬天，首家「聚」出現在列治文三號路上。開放

式廚房的巨大玻璃牆，希望食客可以看到如何以嚴謹的手工

製作出一顆顆美味的小籠包。然而開始的第一年「聚」並沒

有馬上得到太多人的注意，租金及成本的壓力，陪伴著對餐

飲業有所堅持與期待的 Johnny，撐過了那難忘的一年。所

幸持續用心地經營，到了第二年，不僅老顧客經常回來，新

顧客也持續地增加，經常座無虛席，甚至在高峰時段店外大

排長龍。

「聚」從最初專程聘請台灣鼎泰豐與點水樓的廚師，開啟了

溫哥華多年以廣式料理為主的華人餐飲新市場，其小籠湯包

於 2012 年度「首本名菜食肆大賽」中，榮獲 HSBC 食客心

水之選「最佳小籠包」金獎。

Johnny 帶領的團隊在多年的準備和籌劃努力之下，2013
「聚」開始急速擴展。二月，「聚」二號店於溫哥華市中心

繁華的 Robson 街正式開幕。緊接著，為達到更好的品質和

成本控制，八月在列治文置地廣場設置了中央廚房兼冷凍點

心外賣店 (三號店 )。十月間，「聚」四號店也在有「華人

市中心」之名的列治文時代坊來開幕。

溫哥華 Robson 街是舉世聞名之觀光商業街，許多的異國風

味餐館讓遊客讚不絕口，也反應了加拿大的多元精彩的飲食

文化。再挑剔的美食主義者都能夠在 Robson 街找到滿足他

們味蕾的餐館。「聚」在 Robson 店有超過 70%非華裔顧客，

除了多汁肉鮮皮薄的小籠湯包與上軟下脆風味獨特的蝦仁鍋

貼這些招牌菜色，也刻意添加一系列外國人所熟悉的中式餐

點。

「聚」溫哥華餐飲業新星
  文 / 饕客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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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過去歷經原住民，中國，日本，以及歐洲殖民文化

的薰陶，加上戰後六十年來，大江南北，東西各式料理

的蓬勃發展，帶給台灣今日美食王國之譽。Johnny 特

別用心地，讓每一分店的主廚，能發揮其專長與創意，

打造每一家「聚」兼具品質而又各具特色。這是走進不

同家「聚」打開菜單時，很快會注意到的。

而座落於具備時尚感的的購物環境，列治文時代坊裡的

「聚」，將原本就已豐富之台灣菜色，做了更進一步的

擴展。除了有台式炒蜆，鹽酥雞，五更腸旺，紅燒豬腳，

螃蟹 /龍蝦油飯等也加入「聚」的美食行列。大有引領

台灣菜系，大步邁向大溫哥華餐飲業主流之趨勢。

經過兩年的穩定拓展成長後，在許多鄉親充滿期待中，

2016 聖誕前夕，「聚」接受其在 Robson 分店的常客，

也是 Bosa 集團老闆之盛情邀約， 終於在本拿比市長

口中所謂「台灣人在加拿大的首都」， 本拿比市的黃

金地段，也是全加拿大第二大的購物商城對面，Bosa
新建本拿比最高的大樓，開啟了「聚」最具規模 3,800
呎之豪華旗艦店。

本著台灣人的勤奮與誠懇，Johnny 不曾有絲毫鬆懈，

繼續以「用心與創新」之信念來經營。他說「以獨特的

風味，高雅的環境，不斷的研發，實惠的價格，以及透

明化作業的理念和品質。堅持做好每一項細節」來回饋

多年來大家的支持與愛顧。「聚」站穩大溫華人餐飲界，

不僅連獲各種餐飲界殊榮，也受到大溫美食界與權威媒

體 Vancouver Sun 及 Georgia Straight 撰文肯定。更

是臺灣人經營餐廳的驕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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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景墓園 (Mountain View 
Cemetery) 是溫哥華地區除了新西敏

市最早的墓園，設立於 1886 年。山

景墓園位於溫哥華市中心高丘，是溫

哥華市北區釀酒廠溪的水源地。山景

墓園內敘述著溫哥華的多元族裔的豐

富歷史。 

歷史悠久的自由共濟會園區安葬著許

多名人，如前任總理、市長、先驅、

商業大亨、一位皇家警騎專員和至

少一位副市長。埃裡克 -漢保 (Eric 
Hamber) 是鋸木廠大亨約翰 -亨德

利 (John Hendry) 的女婿。他險些

搭上泰坦尼克號，爾後成為著名商

人，卑詩省的省督，不列顛哥倫比亞

大學校長。

山景墓園規劃完善，包括英國傳統的

兄弟會區，如獨立共濟會 (三環線兄

弟會 )、自由共濟會 (美生會 )、皮

西厄斯騎士會。華人園區、日裔園

區、嬰兒園區、紀念碑區、安魂亭、

葉生家園、猶太園區、羅傑隘口園

區、市長園區、救火隊園區、早期移

民園區、榮民園區、軍人園區、蘇妃

亞皇后號園區。

山景墓園已列為「光榮之地 Field of 
Honour」，永懷為加國鞠躬盡瘁的

將士，他們為後世子孫留下寶貴遺

產，讓世界更進步，盼他們能光榮地

在此安息。每年 11 月 12 日戰士紀

念日，家屬與人們齊聚一堂為去世的

軍人默哀，最後並有人吹奏蘇格蘭風

笛，為現場莊嚴肅穆的氣氛增添哀淒

之情。

山景墓園約 15% 是華裔墓地，約有

2 萬多華裔先僑長眠於此，多集中在

公共祭壇安魂亭附近。安魂亭建於

1901 年，當時是一個露天祭台，為

華裔焚燒紙錢、拜祭先人的主要場

所，2010 年重建兩個焚寶爐。葉生

(Sang Yip) 來自於中國。從事中加

煤炭貿易，他的公司還為加拿大太平

洋鐵路公司提供勞動力支援。

山景墓園擁有溫哥華市最美麗的關山

櫻花樹群，以及白普賢櫻花樹群。關

山櫻描述征戍離別之情。白普賢櫻象

徵普賢菩薩的六牙白象，迎接人們前

往西方極樂世界。它們雍容華貴的花

姿及花色值得我們細細品味。當我們

臨近死亡，我們會說︰我生長在溫哥

華，如果死後可以安放在山景墓園，

就會讓人有一種落葉歸根的感覺。

山景墓園是溫哥華市最後開放，也是

最美麗的櫻花園區之一。即日起，綠

色文化俱樂部將舉辦十多次國語櫻花

解說與歷史建築導覽，帶你到各社區

去欣賞特別的櫻花，學習各種品種的

獨特生態與文化淵源。關山櫻是櫻花

家族中最後造訪小城的貴客。當這片

櫻花林一路迆邐成粉紅色地毯時，就

是「無可奈何花落去，依依夢裡無處

覓」了。

(作者林聖哲為資深自然歷史解說

員，活動請參閱綠色文化教育網站

www.greenclub.bc.ca)

溫哥華的世外桃源：山景墓園   圖文 / 林聖哲



9兒童樂園 ·

去鄰近的商業中心辦事時，看到人行道上有位年輕的母親推

著輛娃娃車迎面走來，她的身旁還有個小女孩，踩著一架手

推滑輪板歡喜自在地滑行著。我正想側身讓她們先過，那位

母親已彎下身拉住小女孩，輕聲告訴她讓路。

我看在眼裡，不禁暗暗讚佩這位媽媽的機會教育。五呎寬的

人行道原僅夠兩人並行，按法規也不能騎腳踏車或滑板。但

我相信她之所以適時制止女兒並不是出於這種考量，而是教

導她在公共場所行事的常理，儘管女孩看來才不過四、五歲。

初抵加拿大，我就觀察到西方父母對於幼童的教導及行為上

的期待跟我所熟悉的東方社會大為不同。

剛到的一個多星期，由於宿舍尚未開放，我暫時住在指導教

授家。他的兩個孩子每天中午都從附近的小學步行回家吃

飯。父母都要上班不能回來沒關係。九歲的 Keith 進門後就

去冰箱取出媽媽事先做好的餐盒，放入微波爐加熱，然後叫

七歲的妹妹一起吃。吃完後他又自動把餐具拿到廚房的水槽

去洗。看個頭不大的他踮起腳、雙臂掛在廚台邊擦洗，我忍

不住想上前代勞。他倒詫異地望了我一眼，像個小大人似地

說：「要是你不介意的話。」接下來的周末，隨他們一家去

超市買完菜後，我又注意到兩個孩子並不只顧玩，而會幫著

把空紙袋摺好收入儲藏室。大人清掃房子時，也會指定小孩

做些不費力的工作。

當時我對這兩個孩子的表現頗覺詫異，以為是因教授的家教

比較嚴的緣故。但後來嫁入洋人家，對北美社會有了深一層

的認識，才知道一般西方家庭在孩子很小時就已開始培養他

們的責任感與獨立自主的能力。

華人幼童吃頓飯常需要媽媽追著餵，西方的幼兒卻規規矩矩

地坐在高椅上，試著用叉匙自己進食。把牛奶灑上桌或吃出

張大花臉都不是問題，做媽媽的只拿起毛巾一抹，卻不會因

此而放棄讓他們嘗試的機會。

多年來進出大姑瑪霞家，我發現西方生活的禮節也常是在餐

桌上學到的。菜餚依序傳給鄰座。搆不到的食物要「請」別

人遞過來，同時別忘了道聲「謝」。打斷別人談話時，請

先說聲「對不起」。這些社交常用的「神奇詞彙」（Magic 
Words）像洗腦般不斷地在孩子耳邊重複著，就連高椅上的

嬰兒也不覺咿咿呀呀地模仿起來。

西方父母的堅持和耐力常讓我動容，我卻不太明白他們為什

麼在孩子這麼小的時候就下功夫。瑪霞的幾句話為我解開了

迷津。她說，趁著六歲前人格尚未定型時開始灌輸幼兒做人

處世的觀念，使他們漸漸養成凡事不依賴、負責任又有禮貌

的習慣，在人生的起跑點上已幫助他們勝人一籌。不但有助

於孩子自信心的增長和未來適應社會的能力，做父母的也能

少操勞操心。孩子能早日單飛，父母也能早點享受私己的生

活，豈不是個雙贏的局面？

（摘自吉羽的散文集《是誰呼喚我的名字》）

【親子園地】

雙贏的幼童教育
文 /吉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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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很聰明，但為什麼學習成效不好？

【親子園地】

注意力不足降低學習成效

許多家長經常困擾，孩子明明很聰明，但是學習時總是心不

在焉而不易專注，導致學習狀況不佳，經常提醒但依舊沒有

顯著成效。

我們了解「偶爾」粗心大意是每一個小朋友都會有的問題，

只要家長多加提醒，通常就會改善。但是，如果孩子的粗心

大意或忽略細節的頻率超過一般認定的範圍，例如，即使反

覆提醒還是經常在學校課業或其他活動上出現類似的情況，

就可能是「注意力缺失」的問題了。然而，孩子的注意力缺

失行為包含了許多面向，父母往往可以從他們進行遊戲活動

或做功課時的注意力短暫現象瞧出端倪。 

這類型的孩子也往往會有專注時間較短暫的問題，使得他們

在進行較複雜且組織性的活動，例如，堆積木時，無法像其

他孩子一般順利地完成任務。久而久之，注意力缺失的孩子

便會對此種「費時耗力」的活動產生排斥感，進而抗拒參與

這類型的活動。注意力缺失不僅會影響到學習的成效，也會

影響孩子的情緒控制與人際互動，這情形會在孩子成長過程

中，讓孩子遭遇到更多的挫折，削弱孩子自我信心。

注意力不足的行為

但注意力不足會有哪些症狀呢？參考注意力缺失評斷標準

（ICD 10以及DSM-V），簡單舉例幾個注意力不集中的孩子，

經常會有的症狀： 

•	 經常忽略細節，記東就忘西：在學校作業或活動中，總

是不經意犯錯，記得帶作業去學校，卻又忘記帶便當盒

回家，生活中總是要媽媽在後面叮嚀。

•	 無法專心在同一件事物上：寫作業時，經常東張西望、

東摸西摸，一下玩鉛筆、一下撿橡皮擦、一下又跑去旁

邊玩玩具，無法定下心來做一件事。

•	 經常會心不在焉，聽而不聞：在上課中或聊天時，看似

在聆聽，但事實上卻完全沒聽到老師上課的內容或與朋

友聊天的對話，感覺有恍神或腦筋空白的現象。

•	 無法遵循規定行事：即使孩子已經知道要遵守某些規定

執行任務，但卻很難依照指令行事，如媽媽請孩子去整

理自己的房間，但是一段時間後，媽媽卻發現孩子還在

房間閒晃，沒做任何整理；孩子並不是不知道要整理房

間或是故意反抗不願意整理，但是就是無法完成媽媽交

代的任務。

•	 容易被外物吸引而分心：只要周遭環境有任何的聲音或

是空間中有任何的變動，就會產生分心的狀況。例如，

在上課中有一隻蚊子飛進教室，他的注意力就馬上被這

隻悠悠哉哉出來逛大街的蚊子吸引。

•	 經常性健忘，無法記憶：常常忘記生活中的事物，認為

無關緊要，如常忘記帶聯絡簿或作業回家，無法完成老

師交待的任務；忘記帶鑰匙出門，無法回家等忘記瑣碎

的事物等。

若上述的這些類似性行為，經常發生而且都持續一段時間 (6
個月以上 )，這時爸爸媽媽們就要多注意，因為這些都是注

意力缺失的明顯特徵，需要進一步尋求專業醫療協助。

營養與運動可改善注意力

然而，注意力的發展是直接受到腦部心智功能與成熟度的影

響，惟有提升腦部運作效率才能從根本改善注意力控制能

力。日常生活上我們可以攝取適當的營養如維生素 B群，優

質蛋質與花椰菜甘藍菜等富含乙醯膽鹼的食物，都是對於強

化腦神經有幫助的。近年來，腦科學研究發現運動，尤其是

特殊性計畫運動訓練可以誘發腦部神經生理機制改變進而提

升心智功能。這所謂的特殊性計畫運動訓練，並非一般性活

動，而是強調知覺整合動作協調的運動，這些動作是可以有

效提升專注力與記憶力 ( 圖 1)。注意力集中控制，就是腦

部需要抑制我們的感覺器官（如眼睛的視覺、耳朵的聽覺等）

不要接收「其他不相關的訊息」，只能接收「我們要的訊

息」，而這種「抑制」的能力能夠忽略導致分心的干擾訊息

並有效的維持專注力控制，延長注意力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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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 Paderborn 大學運動醫學與腦科學中心進行一個有趣的「雜耍

訓練與專注力」研究。將兩個小沙包放在一隻手裡，交替往空中丟

或是用兩手交替丟三個沙包，要能夠很流暢的丟沙包，需要很好的

手眼協調能力。透過腦波圖觀察腦部活動的變化，研究團隊發現接

受訓練的學童在與注意力控制有關的額葉區 Theta 波改變了；相反

地，沒訓練的學童額葉的 Theta 波卻沒有變化。研究員推測進行規

律的丟球等手眼協調訓練，可活化大腦神經連結，對於提升專注力

有明顯的功效。此外，許多研究指出，適當的有氧運動誘發大腦神

經傳遞質大幅增加，血液流量提升，促進神經元間的連結。訓練後

可以在短時間內增加注意力、資源的分配以及縮短認知訊息處理的

時間。

注意力是有效學習力與情緒控制力的基石

良好的注意力不僅可以精準獲取外在事物的訊息，讓學習效能提升，

同時可以對於察言觀色人際間相處的應對進退有很大幫助 ; 大腦神

經活化也對於情緒衝動控制也有改善效益。
圖 1 手眼協調訓練可增進注意力

作者：

詹元碩博士：國立台北教育大學特殊教育學系副教授，DESÖ Institute of Brain 
Training 顧問，畢業於德國波次坦大學 (U Potsdam) 運動醫學暨預防研究所博士學

位，主攻兒童運動與認知神經科學。詹教授於 2003 年取得德國科隆運動大學 (DSHS)
預防與復健學系學 /碩士學位。在德國期間先後至黑森林根世巴哈復健醫院與柏林

Cardioprotect 心臟專科診所擔任運動治療師。詹教授臨床經驗超過十多年並發表共

八十餘篇有關於學術上的研究，相關主題的演講上百場。

專長：兒童注意力訓練，ADHD, LD, DCD 的運動治療

WEB: www.deso2.com
TEL: 778-837-7225
Facebook: 運動改善過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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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一家以產品發展和創新見長的設計咨詢公司，IDEO 的總

經理，湯姆凱利（Tom Kelley）寫了一本書叫「決定未來的

10 種人」（The Ten Faces of Innovation，大塊文化出版）。

他是以幫助企業界的人，在其工作上，加入創新中的人性元

素，為出發點寫這本書的。

乍看書封面列舉的10種人：人類學家，實驗家，異花授粉者，

跨欄運動員，共同合作人，導演，體驗建築師，舞臺設計師，

看護人，和說故事的人。許多人如果以一般對這些職業的常

識，再聯結決定未來的概念，可能會很錯訛。

其實，每一種人，代表的特質才是重點。

觀察人類行為，並深入了解人在身體以及情感上，如何與產

品、服務，和空間產生互動，就可以帶給組織新的見解和新

的學習。---------- 所以，有些孩子很“眼尖”，常常看到

一些成人看不到的事物，一則他們有敏銳的觀察力，或是他

們仍保有一顆活潑的心。他們有可能是未來的人類學家！

所以當公司有了新構想，要製成原型，就需要實驗家不斷的

在嘗試錯誤的過程中達成任務。---------- 所以，不怕犯錯

的正面態度是當實驗家的重要元素。鼓勵孩子和具體的人、

物互動，不要只沉浸在電腦的虛擬世界裏。

應用在工業界，異花授粉者的任務就是在探索其他產業和文

化，然後把所見所聞應用到企業上。---------- 所以，開放

的心胸很重要。鼓勵孩子對不同的文化、事物抱著好奇心和

接納的觀念去學習，就可能跳脫出既有文化的窠臼。心態上

比較不會固化。

在創新產業裏就需要這種明知道在創作的到路上佈滿了障

礙，仍會契而不捨，甚至因而發展出一套克服困難的本領。-

---------所以，堅毅不拔的挫折忍受力是需要培養的能力。

如果可以的話，讓孩子有摔跤的機會（許多事讓他試），讓

他經歷失敗的痛，教他如何從痛苦中再站起來。

在公司裏，善於把各式各樣的團體結合起來，在群體中帶領

大家，創造出新組合和跨領域的解決方案。---------- 教導

孩子懂得和別人分享、合作。懂得團隊的力量。不是每個人

都適合當領導人。但至少是團體中能盡全力和他人一起努力

的一員。

可以在公司裏，集結不同才能的人，賦予他們創新、創造舞

臺。---------- 教導孩子學會認知和賞識別人的優點，也善

於鼓舞他人 ( 樂於稱讚別人）

重點在可以了解人們的需求，並加以轉化，創造出新體驗。-

--------- 創意非常的重要。孩子要能保有一顆“不按牌理

出牌”的心，和不怕和別人不同的勇氣。

決定未來的十種人，

    你的孩子屬於那一種？

文 /陳姝伶

【教出好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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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把實體環境轉化成影響成員行為和態度的有力工具。打造

出來的舞臺，可以讓創新小組盡心盡力的工作。----------

強調空間對工作心情的作用。所以父母要孩子學習好，家裏

的空間要費點心。不是要又大又漂亮，可能乾淨、簡單是重

點。

企業界裏的看護人，他們不只是服務客戶而已，他們還照顧

客戶。好的看護人會預先設想客戶的需求，並準備妥當照顧

他們。---------- 同理心的培養很重要。教導孩子懂得關懷

別人的需要，可以從問候爸媽開始。

說故事的人，可以故事和大家溝通基本人性價值或強化某種

文化特性，以建立內部人員的士氣，並增進外界對公司認

識。---------- 表達能力很重要。要敢講，要能頭頭是道，

有條有理的講，是父母可以用扮演“傾聽者”的角色來培養

的。

這本書對每一種人，都擧了許多企業界裏成功的小故事。如

異花授粉者，就有一個例子。是一位專長飛機彈射椅座的工

程師，尼爾斯。布林，在1958 加入富豪汽車（VOLVO）之後，

借用自己多年構思如何把人彈出去飛機的經驗，發明了汽車

三個固定點的肩式安全帶（之前，汽車只有二點式綁住膝部，

甚至有些汽車是沒有安全帶的）。這種安全帶至今都採用。

而且很感動的知道，這個三點式的安全帶 Volvo 並沒有申請

專利，而是鼓勵所有製造汽車厰使用這項安全的設計。

所以有興趣的人可以和孩子一起閱讀。

(本文擷取自 "教出這樣的好孩子 "部落格 )

Formosa - A Short Story of An Island 
一座島嶼的故事

畢業於紅毛仔萊頓大學（Leiden Univ.）專攻亞洲

偶戲的荷蘭漢學博士羅斌（Robin Ruizendaal），

八十年代曾先後到泉州、廈門學閩南語和閩南戲

曲。原本對台灣一無所知，因緣際會在荷蘭擔任《戲

夢人生》布袋戲大師李天祿出訪的翻譯和接待，被

李天祿的行事風格所震撼，決定來台灣一探究竟。

未料這一探，從 1991 年起至今，他幾乎以台灣為

家，在台灣創辦博物館，成立偶戲館，他編劇，搬

戲，也策展。他愛聽文夏，紀露霞，江蕙的歌。他

住在迪化街老宅。他吃遍大街小巷的美食。

幾年前台客爭議風雲起時，他還被選為「台客」代

表之一。幾年來，他多次旅行世界介紹台灣，2014 
UBC Spot Light Taiwan 光點計畫，首邀他帶領大

稻埕台原偶戲團來溫哥華公演，介紹台灣布偶戲與

皮影戲，深受歡迎。MOA 並已計畫今秋再度邀請他

前來。

驚見 MOA 禮品店有一本羅斌與葉姿吟共同執筆，

由吳日昇插畫的中英對照兒童故事書 "Formosa - A 
Short Story of An Island 一座島嶼的故事 "。

羅斌比許多台灣人更深入更用心去發掘台灣，認識

台灣。他通過這本 "Formosa - A Short Story of An 
Island 一座島嶼的故事 "，將十七世紀台灣人生活

的故事，以及近四百年前飄洋過海來到台灣的荷蘭

人，住在台灣時所發生的一些事情，完整而淺易的

說給全世界的孩子們聽，也說給孩子的爸爸媽媽阿

公阿嬤聽。

"台灣是個島 一直在那裡，若要到台灣，一定要

過海。但若要到從前的台灣，我們只要過心中的

海 ..."

【好書介紹】

台大社會系、社會研究所畢業，奧瑞岡大學

（University of Oregon）幼兒教育系博士，

專攻幼兒認知發展及親職教育。1991 年在舊

金山灣區成立親子樂園，義務解答華人父母

在教養上的疑惑，近年並應邀在灣區各處演

講，帶領讀書會和父母成長班。與余怡菁合

著有《教出這樣的好孩子》、《開心聊天教

出好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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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首創，每隔兩年舉辦的龍吟滄海音樂節 (Sound of 
Dragon Music Festival)，由龍吟滄海協會與台加文化協會

合作舉辦， 今年將於 4 月 21 至 24 日假 Western Front 及圓

屋社區中心 (Roundhouse Community Centre) 舉行。稟持

「承襲傳統、追求創新」的精神，展現華裔音樂發展的多元

風貌，並介紹許多令人驚艷的跨界演出。14 場音樂會由溫哥

華、多倫多、臺灣著名音樂家及團體演出。涵蓋不同音樂類

型：民謠、古曲、廣東音樂、原創作品、爵士、世界音樂、

即興音樂等。不僅有東西樂器同台競奏，更融入佛朗明哥舞

蹈，以及音樂家與畫家的即興互動。在保存、宣揚傳統文化

精髓的同時，鼓勵不同族裔及領域的藝術工作者交流合作，

發展融合東西方特點的新樂種，打破民族、地域、音樂類別

的界限，重新定義加拿大特色的族裔音樂。

此外，在 Roundhouse Community Centre 音樂節會場，將

有許多不同活動：4 月 22 － 24 日舉行台灣畫家董籬的畫展，

現場台加文化協會並為觀眾準備台灣美食、茶點，參加的觀

眾可以輕鬆地參加全日的各種演出。免費的推廣活動則包括

4 月 23 － 24 日中午 12:30 － 1:00 吳忠喜嗩吶與蘇格蘭風

笛的戶外音樂會、4 月 23 日下午 5:00 則特選播放電影【花

漾】(主演 : 言承旭、陳妍希、陳意涵、任達華、吳君如 )。

另外，前一個週末 4 月 17 日下午，也安排在列治文公眾圖

書館舉行一場免費傳統樂器講座。

2016年龍吟滄海音樂節表演單位：
龍吟滄海樂團由龍吟滄海音樂節藝術總監

董籃發起，網羅了溫哥華最優秀的中西樂

器演奏家，包括李歌(二胡)、董籃(二胡／

人聲)、于志敏(阮)、呂畇初(笛子)，西樂

則有吉他、長笛、打擊樂、大提琴。樂團

一成立就收到了13個國家30幾位作曲家的

作品，將於此次音樂節中演出其中10首。

溫哥華跨文化管弦樂團則是加拿大獨一無

二，跨越不同文化的大型音樂團體，樂團

聚集了 20 餘位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音樂

家。本次的演出，將由臺灣青年指揮家陳志昇客席指揮，溫

哥華演奏家戎峻 (二胡 )、江革玲 (三弦 ) 、Hoang Bic ( 越
南獨弦琴 )，及臺灣演奏家沈翎玄 (笙 )、陳瑩純 (琵琶 ) 
擔任獨奏。

蘭韻中樂團 ( 國際獨立音樂獎得主 )，於 1997 年由來自臺

灣的二胡演奏家董籃成立，加上古箏與西洋打擊樂器，這場

演出邀請了華裔舞蹈家 Kasandra Lea 合作，以傳統中樂的

優美搭配西班牙佛朗明哥舞蹈的激情。

「卡到音」( 臺灣金音創作獎及傳藝金曲獎得主 )，由鋼琴

家李世揚及德籍薩克斯風演奏家卡 (Klaus Bru) 領軍，加上

古箏演奏家劉峻德與笙演奏家洪邵桓。「卡到音」諧音“卡

到陰”－ to be caught up in，形容陷入了某種膠著的狀態，

說明了即興演奏時可能遭遇的危險與未知，如同鬼魅一般難

以捉摸。

「東西跨界即興」促成了東西方兩位最有創意的天才鋼琴演

奏家的首次合作。溫哥華的 Paul Plimley 與臺灣的李世揚，

第二屆 龍吟滄海音樂節 Sound of Dragon Music Festival
2016 年 4 月 21 至 24 日．承襲傳統、追求創新、跨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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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位音樂家共同演奏一台鋼琴，將擦出什麼樣的火花？他們

與董籃的二胡及臺灣畫家董籬的互動，是將抽象的音樂形象

化，還是將繪畫的色彩與線條轉成律動的音符？ 這場令人耳

目一新的跨界即興表演，是今年音樂節的創舉之一。另外，

董籬將全程參與 22-24 日 Roundhouse 的活動，在現場作

畫，觀眾將有機會把他以畫筆捕捉到的音樂節珍貴回憶帶回

家。

北極光弦樂四重奏 (Borealis String Quartet) 是溫哥華的一

個世界級的弦樂四重奏樂團，第一小提琴由華裔演奏家史菡

君擔任，演出曲目包括多首耳熟能詳的台灣、中國、韓國民

謠，以西洋弦樂演奏別有一番風味。

累積了上千場演出經驗的「絲綢之路中樂團」，曾兩次獲得

加拿大西岸音樂獎，由團長琵琶演奏家何秋霞及加拿大著名

西班牙吉它手安德魯蒂博 (Andre Thibault) 共同打造，並邀

打擊樂手 Liam MacDonald、鋼琴家 Ron Hadley 加入，用

千年的民族樂器奏出異鄉的浪漫。

著名粵劇演員、音樂家楊海城帶領了一群專業音樂家韓小寶

(高胡 \中胡 )、李麗君 (揚琴 )、戴敏羲 (擊樂 \三弦 \中

阮 )、徐幹強 (薩克斯風 \笛子 ) 組成「粵韻精英」。他們

分別是中國星海音樂學院的高材生和粵劇世家的傳承者，將

演唱經典粵曲及演奏廣東音樂。

音樂節唯一的一場合唱演出，由三個合唱團匯演：白鷺鷥與

水牛合唱團由陳慧中創立並擔任指揮，此次則將由華偲然指

揮，演唱膾炙人口的臺灣民謠。溫哥華愛樂合唱團由徐天龍

創立及指揮，將演唱動聽的中國民謠。溫哥華少年愛樂合唱

團的小朋友們，則也將為觀眾帶來優美的童聲。

吳忠喜首創將嗩吶與 AlanWalters 的蘇格蘭風笛合作，將於

23-24 日中午 12:30 到 1:00，連續兩天在 Roundhouse 中庭

帶來免費的戶外音樂會。

獨奏方面有多倫多的張迪 (揚琴 )、台灣的謝岱霖 (古箏 )、

沈翎玄 (笙 )、陳瑩純 (琵琶 )、洪紹桓 (笙 )。他們分別

將與溫哥華笛子演奏家呂畇初、長笛演奏家 Mark McGregor
合作演出，帶來經典的傳統曲目與近代的重要作品。笙是一

樣很特別的傳統樂器，英文稱作 mouth organ －「以口吹奏

的風琴」，有三千多年的歷史，洪紹桓以笙演奏爵士樂、探

戈，尤其令人期待。揚琴則是由歐洲在近代傳入中國，但源

於波斯的古老樂器 santur。現代揚琴有超過 200 條弦，以竹

棒演奏，被譽為「東方的鋼琴」。

電影【花漾】是 2012 年臺灣導演周美玲執導的古裝愛情電

影，由言承旭、陳妍希、陳意涵、任達華、吳君如主演，講

述發生在名為花漾樓的青樓裡跌宕起伏的紅塵往事。陳明章

的電影配樂，以優美典雅的南管音樂貫穿整部電影。

除了 Roundhouse 三天的活動，龍吟滄海協會與 NOW 
Society 合作在四月 21 日晚上八點於 Western Front (303 E. 
8th St. Vancouver) 演出「光影火」(light shadow fire) 跨界

即興，演出者有台灣鋼琴家李世揚、畫家董籬、德籍薩克斯

風演奏家 Klaus Bru、來自台灣的溫哥華二胡演奏家董籃、

及溫哥華音樂家Lisa Cay Miller (鋼琴)、Ron Samworth (吉
他 )、Clyde Reed ( 貝斯 )。 

可在台加文化協會，現場或網上購票：  
http://soundofdragon2016.brownpapertickets.com

1）半天票 ( 下午 1 點～ 5 點，可觀賞三場音樂會 )  
或 ( 晚上 7 點～ 10 點，可觀賞兩場音樂會 ) 
成人票價＄25，學生 /老人 /兒童票價＄20

2）全天票 ( 下午 1 點～晚上 10 點，可觀賞五場音樂會 ) 

成人票價＄40，學生 /老人 /兒童票價＄30

3）週末套票 ( 星期五、六、日，可觀賞 12 場音樂會 ) 

成人票價＄70，學生 /老人 /兒童票價＄50

詳細節目與時間，請閱：www.soundofdragon.com

Redefining “Chinese music” 
with groundbreaking collaborations 

8pm, April 21, 2016 Western Front
April 22-24, 2016 Roundhouse

Borealis String Quartet

Orchid Ensemble & Kasandra LeaJUNO nominee

Silk Road Music

Zhongxi Wu & 
Alan Walters

Taiwan’s Golden Melody Award winner
“Ka Dao Yin”

Vancouver Inter-Cultural Orchestra
Sound of Dragon Ensemble (debut)

Paul Plimley & Shih Yang Lee

music   dance   art exhibit   food   film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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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八日，在由賈斯汀．杜魯多（Justin 
Trudeau）領導的自由黨（the Liberal Party）上台執政後

一個月，新任的司法部長喬迪．威爾遜 -雷布爾德（Jody 
Wilson-Raybould）宣布加拿大政府正式展開針對失蹤與

被謀殺原住民女性（missing and murdered Indigenous 
women and girls）的全國性調查 1。儘管大部分的輿論將這

項大規模的調查視為杜魯多政府對原住民議題的重視，以及

加拿大政府與原住民社群關係的一大進展（相比於前任總理

對原住民議題的輕視態度 2），其中也不乏批評跟質疑的聲

浪。在沸沸揚揚的討論與辯論中，調查的前置作業（包含跟

失蹤者與受難者家屬的會談、跟各地原住民社群的諮詢，以

及跟社運團體的會晤）已在今年的二月份結束，諮詢的內容

也陸續被彙整並公布在官網上 3。雖然目前加拿大政府尚未

提出一個確切的調查工作時程，這項調查在接下來一年，甚

至是未來的兩到三年，肯定會成為加拿大社會最重要的議題

之一。我在加拿大求學期間一直對「失蹤與被謀殺的原住民

女性」這項社會議題十分關注，這次應台加協會的邀請投稿，

想藉此機會簡單地介紹其相關背景與討論：

認識「失蹤與被謀殺的原住民女性」

•	 根據皇家加拿大騎警（Royal Canadian Mounted 
Police）在2014年提出的報告，從1980年代至今，約有

一千一百八十一起登記在案的原住民女性被殺或失蹤事

件；另外，雖然原住民女性只佔了全國人口的百分之四點

三，卻佔了百分之十六的女性謀殺案與百分之十一點三的

女性失蹤案4。

•	 原住民事務部部長凱洛琳．班奈特（Carolyn Bennett）指

出，雖然登記在案的謀殺或失蹤事件只有一千一百八十一

起，實際上的原住民女性失蹤或被殺人數絕對遠高於一千

兩百人 5。

•	  卑詩省曾在 2011 年就省內警方對從溫哥華市中心東區

（Downtown Eastside）失蹤女性的怠慢與疏忽展開調查

（the Missing Women Commission of Inquiry），調查

在 2012 年結束，並在同年底釋出一份近一千五百頁的調

查報告。報告中指出雖然原住民女性只佔卑詩省人口的百

分之三，卻有近三分之一的失蹤與被殺女性為原住民 6。

•	 早在 2012 年，加拿大原住民族議會（Assembly of First 
Nations）的總議長尚恩．阿特里奧（Shawn Atleo）即

表示失蹤與被謀殺的原住民女性是具有急迫性的社會議

題，需要全國性的大規模調查 7。

•	 探討失蹤與被謀殺的原住民女性的文本很多，紀錄片

有 Christine Welsh's Finding Dawn (2006), Matthew 
Smiley's Trail of Tears (2015)；劇作有 Marie 
Clements's The Unnatural and Accidental Women 
(2005)；非文學的書寫有 Maggie de Vries's Missing 
Sarah: A Memoir of Loss (2003)。

調查的用處與無用之處：

•	 提供一個讓原住民社群發聲、說自己故事的平台。例

如在加拿大真相調查委員會（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 of Canada）針對原住民寄宿學校（Indian 
residential schools）歷史進行全國性調查與訪談時，許

多就讀過寄宿學校的原住民即表示這是他們第一次開口敘

述自己的經歷，對很多生還者來說這是克服心靈與精神上

創傷、邁向痊癒的第一步8。

•	 提供跟政府代表對話協商並尋找解決方案的機會。雖然卑

詩省對省內失蹤與被殺女性進行的調查不管在過程上還是

最後提出的報告上皆飽受批評，這項調查在某種程度上提

高了政府對溫哥華市中心東區女性安危跟基本生活支持的

重視，進而增加政府對該區非營利女性支援團體的資金補

助 9。

•	 提高大眾對相關議題的關注與認識。跟這次調查規模相仿

的加拿大真相調查委員會，在過程中不僅到各省分與領地

對生還者及其家屬的進行訪談，還舉辦一系列富教育性的

分享小組、文物展覽及講座，讓很多原本對原住民寄宿學

校一知半解、甚至一無所知的人認識到課堂上沒教的加拿

大歷史。這次杜魯多政府大動作地對失蹤與被謀殺的原住

民女性展開全國性調查，相信在過程中也會安排各種讓社

會大眾能進行參與的活動。

•	 調查時間線過長，無法處理許多原住民女性當下迫切的需

要（例如增設夜間公車的班次與路線）10

•	 調查委員會提出的報告不具法律強制力，只能對政府提出

建議，這些建議是否會被實行以及如何被實行，調查委員

會無權過問

•	 調查本身的程序設計不正義。卑詩省在 2011 針對省內失

蹤與被殺女性的調查，在程序設計上對社經條件無法負擔

法律諮詢成本的受難者家屬親友並不友善，當時即廣受社

運團體與當地原住民社群的批判 11

•	 調查讓加拿大政府得以迴避進行實質上改變的責任。著名

的原住民作家湯馬斯．金（Thomas King）就曾以諷刺口

吻寫道：「皇家調查委員會報告成了加拿大政府採許實

際行動的替代品。」（"Royal Commission reports have 
become the Canadian alternative to action."）12

我們能做什麼？

Educate yourself 
主動並多元地認識議題，不僅從主流媒體吸收資訊，更透過

各種管道（如社群媒體、部落格或獨立發行的報章雜誌）關

注相關討論13

Participate 
參加原住民社群或社運團體發起的各項運動（包含講座、展

覽、遊行等）。其中一個大眾可以自由參與的入門活動為二

淺談加拿大失蹤與被謀殺的原住民女性
文 / 沈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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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十四日女性紀念遊行（February 14th Annual Women's Memorial March）14，從1991年起，溫哥華市中心東區每年都會

在二月十四日當天舉辦遊行，今年的遊行已是第二十六屆了。

Talk about it 
以輕鬆的方式跟家人、朋友或同事談論，把議題帶入你的日常生活，讓更多人知道並關注這項議題！
圖為筆者去年參加二月十四日女性紀念遊行時朋友所攝

作者 : 沈思 PhD Candidate 
Department of 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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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病房志工早班值班時間原則上是上午九點到中午十二

點，但是可以隨大家的方便而作有限度的伸縮、調整。我通

常都是八點不到就已在病房，那天因為有些瑣事待理，我尤

其比平時更早抵達。探訪前的例行公事處理完畢，我走出志

工室時，走廊上的天花板還只是點著幾盞小燈，有點昏暗；

那是夜間的標準措施。

經過護理站時，我突然發現走廊末端有個身材高大、一身全

黑打扮的人一動也不動地站在那兒。心理沒有準備的我，被

這景象著實嚇了一跳，不覺吃驚地「啊！」了一聲，因而驚

動了幾位正分頭交接的大夜班與日班護理師。她們抬起頭，

用疑問的眼光看著我，我頭一方面往前點了點，算是指示方

向，一方面悄聲地說：「有人站在那兒…」看到我一臉驚愕

相，又聽到我這麼說，她們不約而同地笑了出來，「那是威

爾遜的海報啦！」

威爾遜 (非真名）？啊！我想起來，走廊底端是 240 病房，

上星期我曾試著探訪入住那兒的病人就是他 – 才二十一

歲，罹患的是遺傳性的一種神經方面的病變；根據資料，威

爾遜視力已經全部受損，除了疼痛之外，他極需處理的還有

經常發作的與羊癲瘋類似的全身抽動、痙攣。那天，他一直

沉沉地睡著；據政府派來照顧他的一位菲律賓裔的看護說：

處理疼痛與痙攣的藥物都會令他嗜睡…。看他睡得熟，我輕

輕撫著他露在毯子外面的手，沒有驚動他，就離開。下班前，

再去探了一下頭，這個大孩子還是沉睡不醒。

聽到護理師說那個「高大的黑衣人」只不過是海報而已，我

不禁自我解嘲地邊說：「抱歉了！我大概還沒睡醒。」一邊

順著走廊走過去。

一到那兒，只見到身著「星際大戰」電影裡黑武士打扮的威

爾遜的海報，正雄赳赳、氣昂昂地站在那兒，一臉嚴肅與惡

作劇混合的表情，令人忍俊不止；可是，一想到年紀輕輕的

他，不只幾乎已經走到人生的盡頭，而且又要嚐到那麼多的

苦頭，不覺感到心疼、不忍。虛掩的房門裡面是陰暗的，我

猜想他一定還在睡覺，就決定不去打擾他。

大概十點鐘左右，經過 200 病房附近時，發現房門敞開；

拉上的床簾底下卻有好多雙腳。我輕敲房門之後，就進了

去。看到裡面有一位中年女士和兩位年輕的小姐。我自我介

紹後，自稱叫嘉思敏的中年女士說她是威爾遜的個案負責社

工，正帶著兩位新的看護來看他。床上的威爾遜仍然昏睡著。

從嘉思敏口中，我對威爾遜的情況又多了一些認識。原來這

種俗稱「巴騰氏症」(Batten Disease) 是非常罕見的病症，

得病的孩子五歲時左右就開始有視力受損、失明的症狀出現；

同時，行動、言語、智力也開始嚴重退化。更糟糕的是癲癇

的症狀也不時出現…；他們通常最多活到二十出頭。「現在

威爾遜已經全盲，無法行動，而且他的智力已退化到五歲小

孩的程度。」說罷，嘉思敏一聲長嘆，同時，兩眼轉過去看

床上的他。我的眼光也跟了過去，同時，了解了實情之後，

對這個大孩子更是心疼。

突然，威爾遜肢體僵直，雙手握拳，全身抽搐不停…；他的

癲癇又發作了。我注意到他的臉有些錯愕的表情；也許他這

個階段的智力似乎也只能逆來順受，而不知道究竟發生了什

麼事呢。

一個看護立刻將一條小毛巾放到他嘴裡，以免他咬破舌頭；

另一個看護急急按鈴。護理師來之前，我有些手足無措；只

是用手輕輕按住威爾遜抖動的身體，希望帶給他一些溫暖與

疼惜。

不一會兒，護理師康妮趕到，仔細查看了一下之後，立刻給

威爾遜打了一針。又過了一小陣子，他終於平靜下來。這時，

只見他毫無表情地眨著已經失明的雙眼，好像已經習慣了這

種無端的折磨；看了真叫人心疼！

等他又徐徐睡去之後，嘉思敏喃喃說道：我鍾愛的可憐的孩

子！她繼續用幾乎哽咽的聲音告訴我：威爾遜雖然病成這個

樣子，他卻極願意出現在為癌末病童舉辦的募款活動。每次，

他都秉持他善良的心靈，用他天真無邪的語言，講些令孩子

們開心的話，也艱困地做些讓他們發笑的動作；說他是這些

病童的天使，他的確當之無愧。

說到這兒，嘉思敏指著威爾遜床頭牆上貼滿了的小張海報說：

那些都是那些孩子畫來為威爾遜打氣的。

我仔細看了看那些海報；上面都是童稚的圖畫，寫著：「威

爾遜，祝你早日康復！」、「你是我們的英雄！」、「大哥哥，

趕快來看我們喔！」等等的字樣。簡單的字句洋溢著他們對

這個大孩天使的愛戴與崇敬。

看著熟睡中的威爾遜，對這個已經走到巴騰氏症患者的生命

盡頭的大孩子，我發覺不管是「凡人無法了解的上主的計劃」

或是「前世之因導致今生之果」的各項解釋，對他年紀輕輕

就要受到如此折磨的慘狀，完全無濟於事！我們看到的是一

個善良的孩子正無辜地受到身心各方面的摧殘，在黑暗中無

聲地忍受、吶喊、抗議，最後將慢慢凋亡。此情堪憐，此景

更讓人不忍！

我只有默默為這個憨直的大孩天使祝福；希望他在安寧照護

下，能夠減輕痛苦地安度他的餘生，也繼續享受與癌末病童

之間天真、愉悅、誠摯的互動。

(2015/11/15 溫哥華 )

【安寧病房的生命故事】

大孩天使
文 /許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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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至台加文化協會購買「懷念的台灣菜」中英

文雙語食譜，自用送禮兩相宜。

（感謝北美洲台灣婦女會北加州分會提供食譜）

材料：
鴨＊（去頭、腳） 1隻/4-5磅 

啤酒 1罐/12盎司

鹽 4大匙

胡椒粉 3大匙

＊用Long Island Duck效果最好

薄餅：
麵粉 2 ½ 杯
開水 ⅔ 杯
冷水 ⅓ 杯
麻油 ¼ 杯

配料：
蔥（切一吋段，切細絲） 3支
甜麵醬 爲     ¼ 杯

啤酒鴨作法：
1.鴨子解凍洗淨，用鹽和胡椒粉將鴨身內外塗抹好，醃一

個晚上。

2.將鴨子放入350℉的烤箱烤架上，兩面翻烤約一個小時。

3.把鴨改放在烤盤（即拿掉烤架），倒入半罐啤酒，烤30

分鐘，翻面再倒入半罐啤酒烤30分鐘，最後再架上架子

烤30分鐘即可。

薄餅作法：
1.麵粉沖入開水拌勻，再加入冷水拌勻，稍涼後，揉成麵

粉團，切成小麵塊（約24個）每塊揉成圓球形再壓扁，

將兩個相疊，中間塗麻油桿平成薄片，如此重複作成12

份薄片餅。

2.以中小火燒熱平底鍋，不必放油，將桿平之薄片餅放

入，以火烙成兩面稍呈黃色即成。

3.烙好之薄餅一片片放於盤子上，用濕的紙巾蓋上以免乾

掉（如果乾了可以放入電鍋蒸一下）。

4.食用時將啤酒鴨子切片，薄餅塗上甜麵醬，放蔥絲及鴨

肉片包起來吃。

 啤酒鴨及薄餅

Beer Duck with Pancakes

Beer Duck Ingredients:
4-5 pounds whole duck torso*
1 can / 12 ounces  beer
4 tablespoons salt
3 tablespoons white pepper
* use Long Island Duck for best results

Pancake (wrapper) Ingredients:
2 ½ cups flour
⅔ cup boiling water
⅓ cup cold water
¼ cup sesame oil

Garnish:
3 stalks green onion 
                                           (julienne 1 inch, strips)
¼ cup sweet flour sauce

Duck Preparation
1. Wash duck and pat dry with a paper towel. Rub duck 

inside and out with salt and pepper, and refrigerate 
overnight, Rinse salt off before cooking.

2. Preheat oven to 3500F. Place duck on roasting rack (or 
use an old dish placed upside down in a baking pan)in 
baking pan (to catch dripping). Bake for 1 hour, turning 
duck once.

3. Remove rack from baking pan and put duck directly to 
pan. Pour ½ can of beer into baking pan and bake for 
30 minutes. Turn duck over and repeat. Put rack back in  
baking pan. Place duck on rack and bake for 30 minutes. 
Let duck cool. 

Pancake Preparation
1. In a large bowl, combine flour with boiling water and 

mix well. Add cold water, stir to make batter. Wait for 
the batter to cool, then knead batter into dough until 
dough is smooth and satiny. Cut dough into 24 pieces. 
Roll each piece into a ball, flatten with palm to make a 
round disc. Put two discs together with sesame oil in 
the middle. Flatten with rolling pin to make one thin 
wrapper. Continue the same process to make a total of 
12 wrappers.

2. Heat frying pan to medium low (without oil) and cook 
wrappers until golden brown.

3. Place wrappers one by one on a plate, covering with a 
moist towel to prevent wrappers from being dried up (if 
it dries out, can steam a bit in the rice cooker.

4. To serve, brush each wrapper with sweet flour sauce and 
wrap a piece of duck with green onion garn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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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早期本土畫家】

在台灣前輩畫家中，被稱為「台灣近代

工藝美術之父」的顏水龍，可謂是具備

多方位才能的一位藝術家。除了繪畫本

身的造詣之外，對於台灣的美術教育、

工藝美術的推動都有相當程度不可磨

滅的貢獻。

1903 年，顏水龍出生於台南縣麻豆北

方的下營鄉紅厝村，是個農家子弟，由

於父母雙早逝，由祖母扶養長大，他

也很早便自力更生。1915 年，下營公學校畢業後進入台南

州教員養成所取得教師資格，1918 年發派下營公學校擔任

教職，受其同事澤田武雄的鼓勵，喜愛美術的他，於 1920
年隻身遠赴日本學習美術。一方面補足學歷，另一方面攻習

素描。經過二年紮實的素描訓練，終於考上東京美術學校西

洋畫科。期間受教於藤島武二 (1867-1943) 與岡田三郎助

(1869-1939) 兩位老師，其中藤島武二的嚴謹畫風與岡田家

中工藝收藏品，對顏水龍的觀

念及風格影響頗大。而他的「線

條」性作畫風格也由此而起。

1927 年，顏水龍順利地從東京

美術學校畢業，同年九月再度

考進該校西畫研究所，同年十

月以《裸女》如右圖，入選第

一屆台展。1927 年畢業時曾回

台想擔任教職，求助於石川欽

一郎，但卻一職難求，於是再

度回到油畫研究所攻讀一年半

後研究科學業。

在東京美校的研究所進修兩年，顏水龍認為需要進一步認識

東、西方繪畫的差異，於 1929 年由霧峰林獻堂資助，轉赴

法國巴黎「法國當代藝術學院」深造，對於顏色的研究，花

了將近三年的時間。期間作品受到馬爾香 (Jean Marchand 
1882-1941)與勒澤(Fernand Leger，1881-1955)影響最大。

並於坎城 (Canne) 認識大師梵˙鄧肯 (Van Dongen，1877-
1968) 教導其對「白色」的研究及師承梵˙鄧肯的裝飾性

色彩。另一位影響顏水龍的畫家就是到大溪地尋找原始藝術

的高更，這種下了日後描繪原住民的種子。從他回台後所畫

的作品，對台灣亞熱帶天空的色彩的運用，可看出法國南方

明亮陽光的痕跡，這種獨特的風格，在六○年代的台灣畫壇

上引起一陣風潮。留法三年期間，1931 年顏水龍有兩件作

品入選秋季沙龍，可說是台灣第一位。

1932 年，顏水龍因罹患肝病幾乎花盡了積蓄，不得已自法國

返台休養，雖尚未痊癒，無奈迫於生活壓力，在 1933 年再

赴日本大阪的「株式會社壽毛加社」(壽毛加牙粉公司 )擔

任廣告設計師的工作，為牙粉等商品設

計廣告海報，如右圖《抽菸者的牙粉》，

即為顏水龍所設計的海報。以廣告設計

謀生使他成為上一代台灣畫家從事商業

美術設計的第一位專業廣告人。這段理

想與現實的掙扎，反而促使他從美術創

作的領域延伸到工藝創作，比較日、台

兩地的工藝技術和教育體系，並深入發

掘台灣原住民傳統藝術及工藝之美。在

東京與巴黎的生活體驗，讓顏水龍不但

擁有紮實的學院繪畫訓練，更深刻體認到工藝美術的重要性

也自此生平走向以工藝美術為主。

1934 年被聘為第八屆台展西畫部的審查委員，能有此殊榮

的台籍畫家，在這之前只有陳進與廖繼春而已。同年 11 月，

顏水龍創立「台陽美術協會」。顏水龍很重視台灣自己的文

化，並且繼續研究工藝設計，也是因為這樣的心加深了他對

工藝設計的執着，1936 年起他在藝術方面的興趣，有點走

向工藝美術，以致於繪畫類

作品明顯減少，油畫創作的

熱忱也降低了。1937 年，

顏水龍接受「台灣總督府殖

產局」顧問的聘請，負責調

查台灣基礎工藝，積極投入

台灣工藝美術的調查與工藝

人才的培育，因而開啟了和

其他同輩畫家不同的美術實踐路線。1941 年全力推動工藝發

展及生活造型的他和畫壇好友共組「台

灣造型美術協會」，並對大眾展出「竹

製客廳椅」、「鹽草製手提袋」、「草

地毯」等工藝品如圖。努力將純藝術

創作者輕視的手工藝品推上美展舞台。

1940 年在學甲、北門、關廟等地設置

南亞工藝社，竹細工產銷合作社，以

示範、製作方式，推展竹、草、舊絲線，芭蕉絲等纖維編織，

使當地居民在戰爭期間的困苦生活有所改善。

1944 年起，顏水龍先後應聘於台南工業專門學校 (今成功

大學 )、台南家政專科學校 (今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任教，

仍未忘情於工藝，1951 至 1968 年間他還協助設立省立工

業試驗所手工藝品室，分別創設南投縣工藝研習班、台灣手

工業推廣中心，招生授徒，鼓吹大眾善用台灣原有的天然資

文 /廖武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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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將傳統

美術造型發

揚光大，奠

定台灣手工

藝的根基。

他認為美與

實用，藝術與產業經濟，

並不衝突，而是相輔相成

的。也因此被稱為台灣手

工藝之父。顏水龍也是台灣企業識別體系 (CIS) 的肇始者，

1950-1960 年間，台中市自由路太陽堂老店本店之商標、包

裝與店面室內設計即出自其手。

顏水龍始終認為，藝術應融入生

活。基於此理念，他跨足公眾藝

術與都市景觀的美化創作，他為

台灣打開的另一扇藝術之窗，就

是景觀設計。從 1961 年開始，

著手完成好幾幅馬賽克壁畫，他

第一個馬賽克作品是 1961 年的

台中省立體專體育入口壁畫、台

北日新戲院壁畫、1964 年完成

的台中市太陽堂店內的向日葵鑲

崁壁畫如左圖，這是顏水龍最喜

歡的馬賽克作品，唯此要與太陽

對應的純粹藝術創作，竟然會碰觸政治禁忌，時有特務來亂，

向日葵被告知可能影射毛匪澤東，於是此馬賽克壁畫被夾板

密封 25 年，一直到解嚴後，當時獨裁者已過世，白色恐怖

已不再，李登輝主政後，台灣沒有創作禁忌，此壁畫才重見

天日至今。1969 年受當時高玉樹市長所委託，於台北劍潭

公園牆上完成《從農業社會到工業社會》如下圖，總長 100
公尺的巨幅壁畫已是台北市民共同的記憶。顏水龍讓美術與

景觀結合，導引了台灣公共藝術的概念。

1960-1968 年，於國立台灣藝術專科學校 (現今台灣藝術大

學 )兼任教職，並於台南家政專科學校、東方工專擔任創科

主任，1971 受聘私立實踐家專美術科主任。1984 年顏水龍

自實踐家專 (現今實踐大學 )教職退休。之後大部分時間都

專注於繪畫。顏水龍曾經指出台灣的造型文化受到了 :原

住民的傳統藝術、早期漢民族帶來的文化、西洋諸族的外

來文化及日本統治的殖民地文化的影響。而他自己的的藝

術特質也和台灣的造型文化特色有關。在繪畫的創作上，

從 1950 年起，顏水龍作畫逐漸趨向於某些特定的題材，以

台灣原住民為題材的創作是一大特色。，他是最早與蘭嶼接

觸的台灣畫家，由於對原住民手工藝及文化的研究，他的蘭

嶼之旅原意是為調查達悟族工藝。在繪畫上開始描繪原住民

肖像、蘭嶼拼板舟、蘭嶼日出日落等風景。此時期畫作中將

描繪的物件簡化為幾何造型，不採寫實手法，把複雜的形象

加以簡單化，他多半用多層次平塗的筆觸，概念性的畫法來

表現膚色，衣飾則鮮麗多變，

肖像畫中刻意將人物的臉畫

暗，因為他所要描繪的是穿

在身上的配飾及原住民衣服

上各族特有的圖騰，如百步

蛇圖騰及貝殼、山豬牙等配

飾。其中蘭嶼達悟族、屏東

排灣族、山地門魯凱族婦女

人物畫像是他的最愛。在北

美館典藏的 1982 年的《魯凱

族少女》一作如左圖，此畫

作有別於顏水龍的許多山胞

畫像，有其不同的表現，畫

面上正面全身的坐姿，明顯

地不同於以往的側面半身像。少女全身隆重而繁複的衣冠珠

飾，配合對比鮮明的色彩，烘托出顏

水龍畫面特有的裝飾性。衣飾、頭冠

以至配件都經過他詳細的考證，相較

於服飾的華麗，粗獷的手足，黝黑的

膚色，讓盛裝的少女在純真樸實中帶

有野性的美感。1989 年的《盛裝的

山地姑娘》，見右圖，顯見他對原住

民文化的研究與喜愛。此山胞女性側

面像，受藤島武二的影響很大。少女

的側影，朝左站立，偏置於右側而顯

現身前的廣大空間，但遼闊的天際及

簡單的山形正好襯托出身著富裝飾性的服裝及冠飾的人像。

他也喜愛畫蘭嶼拼板舟、海與太陽，總以古老優雅、明亮溫

暖的色調，表現昂揚的蘭嶼船身，透過強烈的線條與色彩展

現他對原住民族的熱情喜愛。如 1975 年的《蘭嶼印象圖》

右下圖的顏色，是根據其親自調查原住民日常生活喜愛及常

用色，歸納後運用在拼板舟簡化後的造型，並注入太陽及海

浪等原住民圖騰原素。採用類似立體派多是點化法而完成。

整幅畫面充滿橘

黃色，配上台灣

藍寶石般的藍，

形成鮮豔的互補

色，這是顏水龍

繪畫上特有的色

彩。從他的畫作

中，我們可以見

到質樸與堅毅的

原住民特質與台

灣文化的純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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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水龍在巴黎時對白色曾鍥而不捨的研究過，故深深體會出

它的特性。1982 年所繪《着白色禮服的小姐》如圖一，就

是探討如何表現柔軟白色衣服、平滑的白手套及白皮鞋，在

白色的層次的處理中，展現出各種白色物件的質感。由作品

中更是可以看出他對於白色顏

料的使用及掌握光源的方向。

1983 年的《藍與白》如圖二，

顏水龍認為白色的花色是純潔

的象徵。他以灰藍、黃綠等色

調繪出明暗，並配以深藍色調

為背景，交百合襯托冷峻、清

晰、越發顯得純白。1990 年的

《窗前百合》如左圖，主題瓶

花的背後以觀音山的日落為美

景為背景，二者相融為一體，

給人極為清新的感覺。此畫色

調明亮，百合、桌巾的白及遠山、欄杆的黑外，整個畫面幾

乎全是橙黃、青綠互補、對比的色調，這是他晚年慣用的用

色方式。

綜觀顏水龍的藝術創作特質及表現風格，可分為下列四點作

探討 :

 線條的結構性相當強

50 年代至 70 年代是顏

水龍線條風格的呈現。

早期的素描基礎強化了

他的線性，使他的作品

都呈現出線條性特質，

也強化了線面的結構

性。1965 年的《艋舺

茶樓圖》如右圖，畫面

呈現強烈的『線性』。

畫面中下方人物線條

的勾勒造型表現，線條的結構性簡單而有力，色塊之間皆有

深線條區別。這種線條性的素描更是影響到後來他的工藝設

計。

 圖紋裝飾的效果

畫面所需的對比效果，是可以

把畫面強化的。如 1989 年的

《山地姑娘》如右圖，單純

的背景的襯托下，女性服飾上

的百步蛇裝飾圖案及原住民菱

形圖案，顯現強烈的裝飾性效

果，造型也互相呼應。1989
年的《鹿港龍山寺》如圖三，

採對稱式的構圖，門內門外光

線明暗的強烈對比，古典的寺

廟造型，加上傳統的門神式

樣，使整體展現得更具裝飾性

也更為圖案化。

 顏色與顏色是獨立的

顏水龍的作品在色彩上，可以看出是由

野獸派的觀念發展出來的。1966 年台

北的日新戲院《旭日東昇》如圖四，完

全以幾何抽象的色塊所組成，由畫面中

央向外擴張，就如日出陽光展露出光線

的色塊現象一樣。而《向日葵包裝設計》

如左圖，是以幾何方式排列的色塊所組

成的對稱手法。

 構圖有向外延伸的特性。

顏水龍的馬賽克壁畫呈現出動態感。利用光源在畫面中移動

產生動態或多焦點透視產生速度感及多方向的動感。在《藍

與白》的作品如圖二，可看出百合花花朵姿態的方向。《穿

白色禮服的小姐》圖一的作品亦呈現相同的特質。

1988 年的《日月潭》如下圖，潭面和天空同一藍色調，顯

得寧靜而又遼闊浩瀚，厚重結實的群山穩定的呈現於平靜、

無波的潭面，形成一強烈對比而又調和的山水畫面。飄浮於

天空和山間的幾朵白雲，也和潭面水草的形態，互相對應，

帶動了畫面上的生氣。成兩頭呈尖銳狀的浮雲、水平走向的

不定形狀，使畫面看來更為活潑，且具有動感。

因此，我們可以發現到，顏水龍的作品是具有 :『固定的繪

畫題材，經常顯出地方特色』，『同一題材的作品其構圖多

近似』，『非寫實的表現手法』，『形象的單純化及簡潔的

筆觸』，『畫面具獨特的構成性及圖案化、裝飾化』，『用

色由柔和沈著優雅變鮮明』等特色。

台灣美術史家謝里法曾將顏水龍比擬成台灣的高更，李石樵

是台灣的塞尚，陳澄波是台灣的梵谷。顏水龍的作品除了油

畫、素描、馬賽克壁畫外，還有手工藝設計、廣告設計、商

標設計、包裝設計、家具設計、原住民藝術研究等，顏水龍

稱得上是台灣重量級的本土畫家。同時也是一位工藝美術

家、教育家、公共藝術提倡者、原住民藝術研究者。是全能

多元的台灣本土藝術家。1997 年 9 月 24 日，因多重器官衰

竭，病逝於台中榮總，享年 95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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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1982 白色禮服的小姐
圖二 1983 藍與白

圖三 1989 鹿港龍山寺

圖四 1966 旭日東昇

1990 排灣族母女

為太陽堂設計的禮盒

1968 蘭嶼

從農業社會到工業社會 (局部 )

1985 蘭嶼風景

兩用竹椅

1970 排灣族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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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ng-Yueh Chuang  陶藝家莊吟月

Born and raised in Taiwan, Ying-Yueh Chuang came to 
Canada in the 1990s, attending and receiving a diploma 
of Fine Arts from Langara College in 1997 and a BFA 
from Emily Carr University of Art and Design in 1999. She 
received her MFA in Ceramics from NSCAD University 
in 2001. She has taught ceramics at NSCAD University, 
OCAD University, University of Regina, Sheridan College, 
Langara College and Capilano University. She is currently 
teaching at Kwantlen Polytechnic University.

Chuang received the Winifred Shantz Award for Ceramics 
in 2006 as well as many Provincial and Canada Council 
Grants, and artistic awards for her work. Her work is 
included in numerous public collections such as the Art 
Gallery of Nova Scotia, the Canada Council Art Bank, 
the Government of Ontario Art Collection, Mackenzie Art 
Gallery, the Burlington Art Centre Permanent Collection, 
and the WOCEK Icheon World Ceramic Centre in Korea, 
and it has been featured in Art in America, Ceramics 
Monthly, Ceramic Review and Ceramics Art & Perception. 
She has participated in exhibitions in Canada, the United 
States, Hungary, Taiwan, Korea, China and Australia.

Website: www.yingyuehchua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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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st Statement
Certain ideas I encountered growing up in Taiwan have 
stayed with me, while others have been abandoned. 
I am selective about my adaptation to Western 
philosophies and ways of living. I live a hybrid existence 
with elements from both cultures, which has influenced 
my interest in hybridized materials. I combine elements 
from the natural world to create forms that are 
symmetrical and asymmetrical. From hybrid forms 
inspired by organic material and imagined objects, 
my work comes together through a hands-on process, 
evolving into forms completely different from the initial 
object. 

In my practice, I use the + (cross) form to symbolize 
where Paradise exists. I multiply crosses to create a grid 
system, which is the basis for several series of work. 
Grids organize complex ideas into groups. Individual 
elements, while independent, serve as building blocks 
for larger units of pattern, which have the potential to 
expand exponentially.

Reflecting my interest in hybridization, The Flower 
Series focuses on bridging two major craft media, 
clay and textile. This body of work was inspired by 
visits to fabric stores in the traditional market during 
my residency in Jingdezhen, China. I selected fabric 
patterned with two-dimensional flowers, which I 
replaced with three-dimensional porcelain flowers of my 
own creation. I juxtaposed the two materials to address 
social issues such as equality. Before Mao, Imperial 
porcelain representing the social elites was used only 
for royalty. Conversely, the affordable and decorative 
fabric associated with the poor was used for household 
or ordinary dress purposes. The patterns have symbolic 
meaning for the culture of prosperity. 

These works contrast cheap labour and mass-produced 
fabric for the lower classes with expensive, hand-built 
porcelain for the upper classes. I have integrated this 
concept with my practice of using the + (cross), using 
the repeated pattern in the fabric as a grid to govern the 
placement of the ceramic elements. In an ideal society, 
everyone contributes his or her talent equally to the 
wholeness, and that is where Paradise exi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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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茂生與王采繁結婚後，孩子陸續出生，他以美國總統威爾

遜建立國際和平的名言：「正義人道，民族自決」為孩子命

名，並為人類未來的前途祈福，長子命名為宗正，次子命名

為宗義，弟弟宗道出世不久，患了丹毒死了，父親憂心，常

歎天下無道，於是改「民族自決」為「文化昌光」（註七）。   

後來，排行的男生中，哥哥宗正罹患重病，弟弟宗昌殘廢，

日後父親在歷史的悲劇「二二八事件」中被押走一去不返，

那一年父親六十歲。宗義在成長的過程中，就被倚重視同長

子。他上面有小時候就罹患重病的宗正，下面還有五個弟弟，

一個妹妹。

父親離奇失蹤時，林宗義二十七歲，已從日本東京帝大醫學

部取得學士，回來台大醫院精神科工作。當時妹妹詠梅十一

歲，最小的弟弟宗光只有七歲。幾個孩子在成長過程中，父

親忙於工作，母親的教養成為他們身心建造工程的核心堡

壘。

宗義常常懷著深深的感激，回憶自己從童年到少年時代，母

親伴讀給他們兄弟妹所做的身教、言教。由他口述，胡慧玲

女士整理的《母親》一文裡，宗義說：「因為母親受過嚴

格的教育，後來又到日本留學，她非常注重我們的身體，

她堅信有了健康的身體，才有健全的心靈。母親甚至常常用

日俄戰爭名將乃木希典小時候在寒冬沖冷水澡的故事勉勵我

們。」說到這裡，宗義的臉上浮起笑容。

「有時候想到乃木將軍，心裡還有一絲餘恨呢。四、五歲的

時候，母親就訓練我們走路、慢跑、馬拉松長跑，為了給我

們打氣，每天早上她出去散步，就約大家從溫馨的床上爬起

來，當時馬路車很少，空氣新鮮，她一邊走，一邊叮嚀我們

對準特定目標，來回跑步，藉此鍛鍊我們的體格，耐力，跑

完全程，獎品是油條配杏仁茶……

直到現在，年逾古稀，我每一次想到母親伴讀的歲月，她像

一位盡心的教練，嚴格鍛鍊我們的體魄。日後，在人生的征

程上，才深深體會到要克服各種挑戰，單靠汲取的知識是不

夠的，慈母這種強健體魄的斯巴達式訓練方法，真是讓我們

兒女一生受益不盡啊！」

看到宗義這些追憶，筆者才恍然大悟，回想綺衣，回想起一

1956 年考入才創立一年的東海大學求學時的情形。這所教

會大學，前幾屆每年錄取男、女新生兩百人。宗義的妹妹林

詠梅是第一屆外文系，么弟林宗光是第四屆政治系，二人皆

品學兼優。

當時我並不知道她們姐弟是台灣悲劇性人物林茂生的子女，

學校師生卻都清楚林宗光不但是高材生，他在運動方面幾乎

是全能的，好像當時東海大學

玩的運動：籃球、排球、足球

等，他幾乎都是代表校隊的明

星。日後才知道他去美國留

學拿了政治學博士，成為一

位著名的學者。

1991 年八月四日，筆者去台大醫

院探望素有「台灣史懷哲」美譽的陳五福博士（註八），當

時他正在接受第五次大手術，筆者碰巧在病房第一次見到林

宗義博士和李美貞伉儷。

隨後，我去他們住的台北基督教青年會拜訪他們，這段期間

他經常往來於加拿大溫哥華和台灣之間，後來我談到母校東

海大學，也提到在運動方面等於職業水準的林宗光。「啊！

當時不知道林詠梅學姐，林宗光學弟是你的胞妹和胞弟，當

然也不知道令尊就是林茂生博士……但是有一件事我很難忘

記，林宗光在運動方面為什麼這樣傑出呢？」

其實離開東海後，四十年過去了，只有在報上看到林宗光教

授的大名，卻從未再和他碰面。「曹先生，說來不奇怪，我

這個老弟就是會這個而已嘛。」做為大哥的宗義這樣淡然回

答。他知道我從中學退休，並正在為他的好友陳五福博士撰

寫傳記《噶瑪蘭的陽光》，又知道我擔任台灣史懷哲之友義

工一職，對我說：「我去美國之前，曾經譯了史懷哲醫學博

士論文《耶穌的心理分析》（註九），可惜這本書的漢譯我

找不到了。史懷哲真是傑出的人物，上帝把那麼多的才分揉

合在一個人身上，真是奇妙的創造。在歐洲擁有四個博士

學位的才子，卻進入非洲饑荒的叢林，去為非洲原住民奉獻

五十二年，這是多麼不容易啊！這樣一顆愛心，只有當代的

的德雷莎修女可以和他相提並論。

1949 年，當時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不過五年，為了取得痲瘋

病特效藥 DTT，史懷哲做了生平唯一的一次美國之旅，而且

是搭船去的，當時他就明確指出美國傳播媒體渲染的暴力

（Violence）絕對不是人類之福，單是這點遠見。史懷哲也

稱得上是先知啊！」

第一次見面談話，林宗義博士的智慧、博學和丰采留給我很

深的印象。

「曹先生，我的母親從小就鼓勵孩子們，一旦參加比賽，不

論輸贏，一定要有全力以赴的運動精神，堅守公平競爭的原

則，並保持『勝不驕，敗不餒』的風度。交友則只要品德好，

肯上進，則不侷限於哪一個階層，我們的好友中有泥水匠、

木桶匠、雜貨店的小孩……

林宗義的故事  
( 三 ) 甘苦與共的歲月

文 / 曹永洋；插圖 /曹俊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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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母親親自帶我們閱讀課外

讀物，給我們訂購《少年俱樂部》，

父親赴美深造路過東京時，也幫我們

訂了一套《小學生全集》，對當時就

讀公學校的我，閱讀這些書仍然有點

困難，但因常伴隨哥哥宗正在病榻旁

讀書，不知不覺養成了自發性的讀書習

慣，也養成自動在書中找答案的個性。

母親伴讀那段甘苦與共的歲月，影響我一輩子，後來我也用

同樣的教育準則，要求孩子們注重他們身心的鍛鍊、進而發

展和追求真理的求知慾……

1951 年，三十一歲的我赴哈佛大學研究時，內人美貞準備來

美國進修，當時我的兩個稚齡兒女只有四歲和一歲，心理盤

算當時已五十二歲的母親，擔憂母親照顧一對稚齡的孫子，

恐怕體力上會過勞，可是想到自己童年身受的教育，我很放

心地把撫育孩子的工作交給遭到喪夫之痛只有四年的母親。

後來證明這個決定是正確的，這樣一個重大的責任，使母親

忘記了啃噬心靈的痛楚，使她活得更有精神，更有目標，堅

定的基督教信仰帶領母親面對人生的苦難……」

「上帝的旨意很清楚，祂不能到每一個家庭去，因此祂在家

庭裡創造靈魂人物……母親。」

註七：林茂生以美國總統威爾遜建立國際和平名言：「正義

人道，民族自決」為子孫命名，後因三子宗道未久夭

折，逐改「民族自決」為「文化昌光」，後來宗文出

生亦夭折，又把「文化昌光」改為「和平昌光」這是

後來林宗和、宗平、宗昌、宗光的由來。

註八：陳五福（1918 至 1997 年）宜蘭縣羅東鎮人，台北

帝大醫學部畢業，日本福島大學博士，創立「慕光盲

人重建中心」，致力視障盲胞重建教育，是當代有名

的仁醫，與非洲醫聖史懷哲（Albert Schweitrzer，
1875-1965），有書信往還，人稱「台灣史懷哲」。

詳見《陳五福傳》（曹永洋著，前衛出版社）

註九：《耶穌的心理分析》（The Psychiatric Study of 
Jesus）為史懷哲獲得醫學博士之論文，史懷哲在此

之前曾獲哲學與神學博士，並以《巴哈論》一書榮獲

榮譽音樂博士，以一人而在歐洲同時擁有四個博士學

位，堪稱歐洲才子。

The Story of Dr. Tsung-yi Lin
 3. PIn the Joy and Sorrow We Shared

 
Translated by Catherine Hung

After Bo-seng Lin ( 林茂生 ) and Tsai-fen Wong ( 王采蘩 ) were 
married, and had children, Bo-seng Lin used the words of the 
United State President Wilson’s famous quote to name his 
children, which was his way to pray for all mankind. President 
Woodrow Wilson’s quote was: “a just and humane nation with 
the right to self-determination ( 正義人道 民族自決 )” (the 
Wade-Giles romanization for the quote is “cheng-yi-jen-tao, 
ming-tsu-tzu-chueh”), so Bo-seng’s first-born son was named 
Tsung-cheng ( 宗正 ), and the second son was name Tsung-
yi ( 宗義 ). When the fourth child, Tsung-tao ( 宗道 ), died 
shortly after birth, Bo-seng was worried because he believed it 
signified that the “tao” (the morality) of the world had perished. 
Thus, instead of “the right to self-determination”, he used “the 
flourishing culture” (the Wade-Giles romanization is “wen-
hua-chang-kuang”( 文化昌光 ))7 to name Tsung-yi’s younger 
brothers. 

Among tThe line of brothers were not born into a charmed life, 
the eldest son, Tsung-cheng, had poor health ever sincefrom 
the time he was a child, and another brother, Tsung-chang 
( 宗昌 ), was born with a disability. Furthermore,  tTheir father 
was taken away during the historic tragic event, “Two Twenty-
eightTwo-Two-Eight Incident”, and never returned. As a result 
of the Tsung-cheng’s illness and their father’s disappearance, 
Tsung-yi assumed many duties of as the eldest son when he 
was growing up. In addition to one older brother, Tsung-yi also 
have had five younger brothers, and one younger sister. 

When his father mysteriously disappeared, Tsung-yi was 
twenty-seven years old, his sister, Yun-mei ( 林詠梅 ), was 
eleven years -old, and the youngest brother, Tsung-kuang (林宗

光 ), was only seven. At that time, Tsung-yi had been awarded 
the a Doctoral degree in Medical Science in from Tokyo 
University, and was working in the Psychiatry department of 
Taiwan University Hospital. When theseAs the children were 
growinggrew up, their father was devoted to his work, so their 
mother’s guidance became the core construct of their bodies 
and minds.

Whenever Tsung-yi reminisced about his childhood and pre-
teen years, he was often thankful and appreciative of his 
mother’s teachings and how she led by example. In “Mother”, a 
dictated article by Tsung-yi, compiled by Hui-lin Hu ( 胡慧玲 ), 
he said “Mother was trained in a strict education system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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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n studied abroad in Japan, thus, her background compelled 
her to pay extra attention to our health. She believed in order 
to have a sound mind, you we must first have a healthy 
body. Mother even tried to inspire us with the story of Nogi 
Maresuke’s ( 乃木希典 ) taking cold showers in freezing 
winters. Nogi Maresuke was a distinguished commander in 
Russo Japanese War.” said Tsung-yi, as his face lit up with a 
smile.

“Sometimes, I still have a sense of resentment when I think of 
Ccommander Nogi! When we were around four or, five years 
old, mother would trained us to walk, jog, and run marathons. 
Every morning, when she got ready for her walk, she would 
ask us to get up from our warm beds, and walk with her. Back 
in the day, there were very few cars on the streets, and the air 
was clean and fresh. As she was walking, she would urge us 
to run back and forth from a distant visual target, which was 
a way to build our physiques and endurance. The reward for 
completing the run was deep fried breadsticks fritters and a 
Almond Teamilk.

Until this day, even in my old age, I think of my mother as a 
dedicated gym coach, who trained with rigor, whenever I recall 
the days that she was by our sides. On life’s later journey, I 
deeply felt that knowledge alone was not enough to conquer 
all the obstacles on the way. My loving mother’s Spartan style 
of physical training had substantially benefited us for the rest 
of our lives.”

After reading Tsung-yi’s depictionstory, the author suddenly 
understood something. He remembered the time when he 
was studying in Tunghai University ( 東海大學 ) in 1956, which 
was established one year earlier. This religious university 
only admitted two-hundred freshmen, males and females 
students combined, annually in the first few years. Tsung-yi’s 
sister, Yun-mei was in the Foreign Language Studies in class 
65’, the founding year of the University. Tsung-yi’s brother, 
Tsung-Kuang, was a Political Science student in class 69’. 
Both of them had good characters and excellent academic 
performances.

The author did not know that Yun-mei and Tsung-Kuang were 
the children of Bo-seng Lin, a Taiwanese tragic figure, but the 
whole school knew that Tsung-Kuang Lin was not only a top 
student, but also an all-around athlete. It seemed like he was 
a star in all the school sports teams, including basketball, 
volleyball, soccer, and more. The author later learned that he 
went to the United States for a Doctoral degree in Political 
Science, and became a renowned scholar. 

On August 4th, 1991, the author visited Dr. Wu-fu Chen8, who 
was known as the Schweitzer of Taiwan, at Taiwan University 
Hospital. Dr. Chen was undergoing his fifth major surgery, and 
there in the ward, the author met Tsung-yi Lin and his wife, 
Mei-chen Lee ( 李美貞 ), for the first time. The author later 

visited the couple at their residence in Taipei’s 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YMCA). During that time, Tsung-yi Lin 
traveled between Vancouver, Canada and Taiwan frequently. 
When the author started talking about his university days, he 
mentioned Tsung-kuang Lin, and how he played at the level of 
a professional athlete when he was in the university. 

The author said, “ah! I had no idea that Yun-mei Lin and Tsung-
kuang Lin were your siblings, or that your father is Dr. Bo-seng 
Lin… …One remarkable thing I cannot get out of my mind is 
how Tsung-kuang Lin had such an knack for sports.” 

In fact, after the author graduated from Tunghai University 
forty years ago, he only read about Dr. Tsung-kuang Lin on in 
the newspaper, but had never seen him again. 

Tsung-yi Lin answered lightheartedly, “Mr. Tsao (the author 曹
永洋 ), it is no surprise that my brother was good at sports, 
because that’s the only thing he’s good at!” 

Tsung-yi knew the author had retired from a teaching position 
in a Junior High School, and was working on a biography 
named “The Candlelight of His Hometown”( 噶瑪蘭的陽光 ) 
for his good friend, Dr. Wu-fu Chen ( 陳五福 ); he also knew 
the author was a volunteer for the “The Albert Schweitzer 
Association of Taiwan”. With those in mind, Tsung-yi shared 
with the author, “before I went to the United States, I translated 
Dr. Schweitzer’s ( 史懷哲 )  medical dissertation, “The 
Psychiatric Study of Jesus”9(耶穌的心理分析 ). It’s unfortunate 
that I can’t find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anymore. Nonetheless, 
I think Dr. Schweitzer was such an extraordinary person. It is as 
if God had mixed different talents into one wonderful cre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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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a prodigy with four doctoral degree in Europe, he dedicated 
twenty-five years of his life to the Natives aboriginal peoples in 
the starving forests of Africa. How difficult it must have been?! 
Such compassion is only comparable with Mother Teresa in 
this age.” 

“In year 1949, only five years after the end of the World War II, 
Dr. Schweitzer made his only trip to the United State to obtain 
DTT, a specialized medicine for Leprosy. From this trip, he 
clearly pointed out that the exposure to media violence would 
absolutely impact the mankind negatively. And just for that,For 
that alone,  he can be considered as a prophet, because his 
vision was so far ahead of his time.”

The wisdom, charm, and abundance of knowledge of Dr. 
Tsung-yi Lin had made quite an impression on the author. 

“Mr Tsao, my mother had encouraged her children to give 
it our all whenever we participated in sports competitions. 
It doesn’t matter if we win or lose, we should have a good 
sportsmanship, that encompasses an attitude of humility 
when having won a game, and not feeling frustrated when 
defeated. She also wanted us to make friends from all walks of 
life. Among our good friends, there are was a plasterer, cooper, 
kids from grocery stores….

Most importantly, Mmother personally read the extracurricular 
books with us, and she helped us subscribe to “Shonen Club 
( 少年俱樂部 )”, a Japanese magazine. When father went to 
study abroad in United States, he stopped at Tokyo on his way, 
and ordered a set of “Complete Works for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 小學生全集 )” for us. This set of books was rather 
difficult for a young child like me, who was still studying in 
Gong School. Nonetheless, I did not give on reading, as I often 
read with my ill brother by his bedside. Naturally, reading books 
became a habit, and I also learn to find answers in books.”

“The bittersweet period of time when my mother was my study 
companion had a great impact on my life, and that is why I 
applied the same principle when raising my own children. I 
stressed on the training of the body and mind first, and then 
the development of their curiosity for the truths.”

“In 1951, I was 31 years old, and on my way to do a research in 
Harvard University. My wife, Mei-chen, was also getting ready 
to study in the United States. At that time, my young children 
were only four and one year old, and I was concerned that 
taking care of these children would overwhelm my 52-year-
old mother physically. Then, I remembered the way she 
brought me up when I was a child, which eased my mind. I 
felt confident in my mother’s ability to raise these children. It 
was later proved to be the right decision, because my mother 
had just lost her husband four years ago, and assuming a big 
responsibility of taking care of her grandchildren took her mind 
off the devastating heartache. She was living with even more 

vibrance and motivation. Moreover, the unwavering Christian 
faith led mother in the time when she faced the suffering of 
life.”

“The message from God is clear. He could not be in every 
household, therefore, he made mothers.”

7  Bo-seng Lin had used the famous international peace quote 
of the United States President Wilson: “a just and humane 
nation with the rights to self-determination” to name his 
children. (The Wade-Giles Romanization of the quote is 
“cheng-yi-jen-tao, ming-tsu-tzu-chueh”). When Tsung-tao, the 
fourth son, died as a child, Bo-seng changed “the rights to 
self-determination” to “the flourishing culture” (the Wade-
Giles romanization is “wen-hua-chang-kuang”). And when 
Tsung-wen ( 宗文 ) also died as a child, Bo-seng again 
changed “the flourishing culture” to “to flourish peacefully” 
(the Wade-Giles romanization is “ho-ping-chang-kuang”), 
which is the origin to the names: Tsung-ho ( 宗和 ), Tsung-
ping ( 宗平 ), Tsung-chang, and Tsung-kuang.

8  Wu-fu Chen  (1918-1997) was born in Lo-tung County, Yilan 
. He graduated from Taipei Imperial Medical School, and 
obtained his Doctoral degree from Fukushima Medical 
University. He was a well-known doctor with compassion 
and benevolence. He founded the “Moo-Kuang Rehabilitation 
Center for the Blind”, dedicating himself to rehabilitation of 
the blind people.

9  “The Psychiatric Study of Jesus” was the dissertation 
written by Dr. Schweitzer for his degree of the Doctorate 
in Medicine. Prior to his medical degree, he was awarded 
Doctorate in Philosophy and Theology, and honoured 
with Doctorate in Music for his book “J. S. Bach: Le 
Musicien-Poète”. He was a genius scholar in Europe, who 
simultaneously held four European doctoral degre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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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ncouver
Century Chiropractic Clinic崴傑脊椎骨科
#204-2786 West 16th Ave
7667 Nanaimo St./604-678-9967
Corner 23萬巒豬腳
4008 Cambie St./604-879-8815
Dustin Tour & Travel Inc. 藍天旅遊
8881 Selkirk St. Vancouver
Grace Noodle House恩加麵廠
#6-9079 Shaughnessy St./604-322-3538
Greater Vancouver Taiwanese Canadian 
Association大溫哥華台灣同鄉會
7663 Nanaimo St./604-688-3738 
Huang's Beef Noodle Shop 老黃牛肉麵
6940 Victoria Dr./604-324-8884
Hsin Framing $ Moulding 欣欣畫框
#103-8828 Heather St./604-336-6938
Love My Smile 愛我微笑牙醫診所
8307 Oak St./604-647-6453
T. Flamingo Hair Salon 千鶴髮廊
8538 Granville St./604-879-7211
Taiwanese Canadian Cultural Society 
台加文化協會
8853 Selkirk St./604-267-0901
Vancouver Formosa Academy 
溫哥華東寧書院
5621 Killarney St./604-436-2332
碧瑤美髮
3580 Fraser St/604-876-6438
Killarney Community Centre
6260 Killarney St
Mapole+Oakridge Community Centre
990 W 59th Ave
Kalvin’s Szechuen Restaurant 松林居
5225 Victoria Drive/604-321-2888
Green Club 綠色文化俱樂部
185 W.Woodstock Ave/604-327-8693
Wang’s Taiwan Beef Noodle House
王記台灣牛肉麵
3250 Cambie St/604-872-3618
天仁茗茶
550 Main St/604-684-1566
加拿大多元文化活動中心
537 Main St/604-638-3493
Modern Dental Clinic 現代牙醫診所
#320-5655 Cambie St/604-263-8413
TUNN EX 我愛我車
 #20-970 SW Marine Dr./604-263-9533
鵬程教育學院
2027 W 42th Ave./604-263-8586
MPM多元數學教育中心
3036 W 41st Ave./604-266-6762
國際畫廊International Arts Gallery
#2083-88 West Pender St, International 
Village Mall/ 604-569-1886
Flamingo House Chinese Cuisine紅鶴酒家
7510 Cambie St/ 604-325-4511
Taipei Dim Sum Food Ltd台北點心麵廠
7109 Victoria Dr/ 604-322-5088
La Cuisson Cafe老桂松咖啡坊
2050 41st/ 604-558-2589
Kindom Photo
3263 W Broadway/ 604-737-6839
McDonald Realty Kerrisdale麥當勞地產
2105 W38th Ave
Broadway Dental Plaza
601 W Broadway

Champlain Herghts Community Centre
3350 Maquinna Dr.
Bubble World大頭仔
3377 Kingsway/ 604-451-7658
XO Tours Canada新聯華假期
600-1788 W. Broadway/ 604-738-6188
Sunrise Community Centre
2620 E Hastings St./ 604-717-3584
Renfrew Community Centre
2929 E 22nd Ave/ 604-257-8388
Killarney Community Centre
2929 E 22nd Ave/ 604-257-8388
Kensington Community Centre
5175 Dumfries St./ 604-718-6200
Ridge Dental 謝佳紋牙醫診所
3018 Arbutus St./ 778-903-1590

Burnaby
Beautiful Island 風信子
#1-4648 Imperial St./604-438-0258
Chinese Taoism Kuan-Kung Association 
in Canada加拿大中華道教關帝協會天金堂
3426 Smith Ave/604- 568-9880
Garden Village Church 園鄉教會
4950 Barker Cres/604-433-7711
台芳麵點 (麗晶廣場)
#1108-4500 Kingsway/604-655-2187
Pearl Hot Pot 珍珠小火鍋
7154 Sperling Ave/604-516-0238
Sasaya Restaurant 全州豆腐鍋
7538 Royal Oak Ave./604-433-3652
Signet Tours 超值旅遊
2F, 4705 Hasting St./604-688-9881
Burnaby Library HighGate Location/ 
Tommy Douglas
7311 Kingsway
No. 1 Beef Noodle House 京園牛肉麵
4741 Willingdon Ave/604-438-6648
Dr. Wayne Niou 牛家庭醫師診所
4500 Kingsway/604-436-1231
Lion Travel 雄獅旅遊(麗晶廣場)
#1323-4500 Kingsway/604-438-6578
Alpine dental Clinic 愛盼牙醫診所
4881 Kingsway /604-437-0655
Seeds for Kids Language Art
種子中文教室
7782 Royal Oak Ave /604-338-3978
Burnaby Library McGill Branch
4595 Albert St
珍珠小館Pearl House
7152 Sperling Ave/ 604-522-3177
XO Tours Canada新聯華假期
#1823-4500 Kingsway/ 604-899-8886
Nature's Essence永信健康食品
#1309-4500 Kingsway/604-451-9377
Lilly CP Chen Ltd李金萍會計師
#603-4538 Kingsway/604-438-7575
Library - Bob Prittie Metrotown Branch
6100 Willingdon Ave/ 604-436-5400

Richmond 
Century Chiropractic Clinic崴傑脊椎骨科
#118-5811 No. 3 Rd./604-678-9967
Delicious Cuisine 一品怪廚
100-7911 Alderbridge Way
Jen's Hair Salon 任太美髮
7080 No. 4 Rd./604-241-7463

Kuohua Trading Co. Ltd. 國華台灣食品
#120-4551 No.3 Rd./604-276-8858
Lansdown Canada Post
942-5300 No. 3 Rd.
Maxeme 醫車坊
2-2300 Simpson Rd./778-881-9988
Memory Corner 有香
6900 No. 3 Rd./604-362-4442
Richmond Public Library
100–7700 Minoru Gate/604-231-6432
Snack King Eatery 美食美客
2280-8888 Odlin Cres./604-362-4442
Upopia Travel Inc. 富邦旅遊
#2180,8766 McKim Way/604-248-1433
Vance Financial Group吳麗珍投資理財
604-779-2268
Youneed Enterprises Ltd 
高登健康生活館
7964 Alderbridge Way/778-895-8116
Yuan Hai Frames Manufacture & Art 
Gallery 源海畫框畫廊
#148-11180 Coppersmith 
Place/604-272-3558
Minoru Aquatic Centre
7560 Minoru Gate, Richmond
長宏食品
1068-8700 Mckim Way/604-207-1678
12 Baskets Nutrition & Health Co.
12籃健康食品集團
6600 No 3 Rd./604-270-7831
Pearl Castle Café 圓香生活餐飲
1128-3779 Sexsmith Rd./604-270-3939
Carrie Travel Ltd.凱麗假期 
(AbeRd.een Square)
2315-4000, No 3 Rd./604-231-0580
施坤郎 BC省註冊中醫師 
Unit 177-8171 Ackroyd Rd./604-273-3993
L.A. Chicken
160-11780 Thorpe Rd./604-278-4737
美廉食品公司
150-13911 Maycrest Way/604-273-1365
Cafe Savoureux 
#1326-8368 Capstan Way/604-207-2589
Soul Natural Holistic Medicine
陳昶仁 漢醫師
1355-8888 Odlin Cres/ 604-261-8313
Dinesty Dumpling House聚
#160-8111 Ackroyd Rd
#2788 - 4151 Hazelbridge Way
604-303-7772/ 604-303-9998
Riva莉坊髮型美容工作室
1038-8700Mckim Way/ 604-232-1119
慈愛藥房
125-4940 No. 3 Rd/ 604-303-7474

West Vancouver
West Vancouver Memorial Library
1950 Marine Drive

North Vancouver
North Vancouver City Library
120 14th Street West/604-998-3450
Capilano Library
3045 Highland Blvd
Lynn Valley Library
1277 Lynn Valley Rd.
Parkgate Library
3675 Banff Court

New Westminster
New Westminster Library
716 6th Ave

Port Moody
Lazy Den Tea House懶人窩
#105-3003 St. Johns St.

Coquitlam
鄉香小館
1202-1163 Pinetree Way/604-977-1688
TUNNEX 我愛我車
2796 Barnet Hwy /604-554-0258
Coquitlam Public Library (City Centre)
1169 Pinetree Way/ 604-554-7323
Coquitlam Public Library(Poirier Branch)
575 Poirier St/ 604-937-4141
Sammi's Juice Bar一龍奶茶
#2908-1163 Pinetree Way/ 604-941-1688

Maple Ridge
The One Bubble Tea
#150-22529 Lougheed Hwy/604-479-
5511

Surrey
Bubble 88
10209 King George BoulevaRd. #102

Aldergrove
Asia Pacific Farm
3577 268 St./604-856-8558

Ontario
長青學苑
#6-3680 Victoria Ave., N York
416-497-3331

Other
大溫地區台灣人教會

溫哥華所有圖書館
VPL(Central & all branches)
350 West Georgia St./604-331-3603
所有大溫地區的T&T大統華超級市場

取閱點免費贈閱

郵寄付費訂閱

加拿大國內每年$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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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洲台灣婦女會(NATWA) 
溫哥華分會

春敘下午茶
4月2日(六) 3:00PM 
地點:Cafe del Orangerie 

1320 W. 73rd, Ave.
(台加後方Hudson & 73rd 路口)

        
歡迎攜另ㄧ伴一起前來品嚐美味的下
午茶
歡迎舊雨新知婦女姊妹們踴躍來參加    
年齡不拘  
聯絡報名請電 604-889-1114

大溫哥華台灣同鄉松齡會
4月2日(六) 10:00AM
講題:大溫哥華一日遊地點介紹
講者:謝明珠
(藍天旅行社董事長)
下午活動:慶生及一日遊座談會

4月9日(六) 10:00AM
講題:養筋骨,通經絡
講者陳昶仁老師
(加拿大中醫藥學會副會長)
下午活動:卡拉ok

4月16日(六) 10:00AM
講題:世界名人的回顧
講者:顏三貴
(前金齡大學校長)
下午活動:賓果遊戲

4月23日(六) 10:00AM
講題:全天卡拉ok
講者:吳德輝操作
下午活動:2016年會員名錄印製討論會

4月30日(六) 10:00AM
講題:談論辦事處的工作方向
講者: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
下午活動:請教處長問題

入會:年齡55歲以上,台灣籍,年費40元. 
地址: 溫哥華奇化街601號
士達孔拿社區中心
Strathcona Community Centre 
601 Keefer Street, Vancouver. 
范發寬會長
604-291-8186
604-616-0066 (C)

綠色文化俱樂部
4月3日 (日) 上午十時至十二時，曾秋

文老師導覽：三角洲市羅伯次
淺灘大藍鷺與野鳥生態解說

4月7日 (四) 上午十時至十二時，顧梓
承驗屋師主講居家修繕講座：
家庭水電DIY

4月16日 (六) 上午十時至十二時，余峰
先生導覽：三角洲萊福保護區
沙丘鶴與野鳥生態解說

4月16日至17日兩天一夜，林聖哲老師
導覽：鹽泉島綿羊牧場、藝術
坊、海洋地質生態旅遊(報名)

4月21日 (四) 上午十時至十二時，湯其
雲老師主講：國際與兩岸時勢
分析、人類歷史文明探討

4月22日 (五) 上午十至十二時，林聖哲
免費導覽：溫哥華市太平洋精
神公園森林生態解說(免費)

4月24日 (日) 上午十至十二時，林聖哲
老師導覽：溫哥華植物園珍奇
樹種生態解說(免費入園)

4月26日 (二) 上午十時至十二時，陳志
蓉女士主講音樂賞析：西洋古
典精選曲目(一)

4月28日 (四) 上午十時至十二時，陳志
蓉女士主講音樂賞析：西洋古
典精選曲目(二)

4月30日 (六) 上午十至十二時，余峰先
生導覽：列治文自然公園野鳥
與蜂鳥生態解說

5月1日 (日) 上午十至十二時，林聖哲
老師導覽：本拿比市杜鵑花園
歷史建築與鹿湖生態解說

5月8日 (日) 下午三時至五時，林聖哲
老師導覽：素里市紅杉公園樹
木生態解說(免費環境教育)

5月14日至15日兩天一夜，林聖哲老師
導覽：溫哥華島蛇頸龍、歷史
老街、花園生態旅遊(報名)

每個月有二十多次，在溫哥華都會區各
市鎮，義工免費領隊：社區與公園健康
步行(事先報名)
即日起依照開花與氣候，每星期公佈賞
櫻時間與地點，溫哥華市櫻花生態與社
區歷史解說

活動查詢：
林聖哲會長 (Joseph Lin) 604-327-8693
綠色文化活動: www.greenclub.bc.ca   
臉書分享資訊: www.facebook.com/

josephlin.greenclub   

台加文化協會
台加免費稅務診所
4月5 , 12, 19日 (二) 10:00AM-12:00PM
地點: 台灣文化中心一樓 

(8857 Selkirk Street)
資格: 低收入以及簡單稅務情況人士，

包括老人、學生、來加拿大的新
移民以及低收入的稅務人士。

低收入標準如下：
單身人士：3萬元以下
有一個小孩的一個成人：3萬5千元以下
夫妻：4萬元以下
且沒有資本收益且利息低於1000元

欲報稅的人，請帶以下所需的文件: 
政府核發身分證件
社會保險卡號
T4, T4A, T3, or T5, RC62 ...等可以報稅
的表格，各項可扣抵的收據

台加文化協會-本拿比講座
地點: Garden Village Church園鄉教會

4950 Barker Crescent, Burnaby
604-433-7711

◎ 楓葉卡與移民入籍
4月17日(日) 1:30PM
講員: 劉嘉瑜 Jessilyn Liu
加拿大註冊移民顧問將說明現今楓葉卡
持有者與申請入籍者需注意事項與相關
訊息 並現場Q&A解惑

卑詩省台灣商會
活動主題: 演講
4月5日 (二) 6:30 PM
地點: Richmond Oval
票價: 有效會員: 免費，其他: $10

◎ 第一講：第二代企業繼任計畫
主講人: Ms. Cindy Lee 李羅昌鈺女士

大統華的創辦人

◎ 第二講: 台灣新全球品牌力量
主講人: 台灣駐溫哥華貿易中心

張如蕙主任
網址: http://tccbc.ca/events-seminars/

seminar-and-events-register

-大溫哥華台裔社區活動看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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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鼓山溫哥華道場
◎ 英文初級禪訓班 (Beginner's 

Meditation Class)

週日班
4月10日, 4月17日, 5月1日
1:30PM-4:30PM
地點: 法鼓山溫哥華道場

週二班
4月12日, 4月19日, 4月26日, 5月3日  
1:30PM-4:30PM
地點: The Old Barn Community Centre, at 

UBC Campus
報名請直接上網: www.myuna.ca

◎  「地球的永續發展」系列演講之三
4/30 (六) 2:00PM-4:00PM
主講: 常濟法師
講題: 永續發展 - 開創成功的大逆轉

◎ 禪的源流與修行方法 (英語演講)
5/1 (日) 11:30AM-1:00PM
地點: Banyen Books & Sounds

3608 West 4th Avenue
Vancouver BC

主講: 果元法師 (法鼓山禪堂堂主、禪修
中心副都監)
   
詢問： (604) 277-1357
更多活動詳情請電洽或上網瀏覽 
www.ddmba.ca

溫哥華世紀扶輪社
台加文化協會
講座: 學童有效學習力與情緒控制力
講師: 詹元碩博士
4月12日 (二) 7:15PM
地點: 台灣文化中心
 
許多家長經常困擾，孩子明明很聰明，
但是學習時總是心不在焉而不易專注，
導致學習狀況不佳，經常提醒但依舊沒
有顯著成效。專長兒童注意力訓練的詹
教授，臨床經驗超過十多年，並發表八
十餘篇有關於運動改善過動學術上的研
究，相關主題的演講上百場。 特邀請
他來為憂心或無助的家長解惑，歡迎
參加。

天金堂
◎ 慶祝天金堂成立四週年活動
4月21日(四) 11:00AM~12:00PM

◎ 2016天金廟會
5月7日(六) ~ 5月8日(日) 
11:00AM~4:00PM
地點: 3426 Smith Ave, Burnaby

天金堂
內容: 有親子遊戲、健康義診、美味小

吃、精彩表演及抽獎活動。
歡迎預先購買coupon book，每本20元，
內附抽獎與20元等值抵價。

社區課程招生中
一、健康排舞：每週一、五  

6:15PM~7:30PM
二、青少年街舞：每週一  

7:45PM~8:45PM
三、瑜珈：每週三  

7:00PM~8:15PM
四、書法：每週四  

7:00PM~8:45PM
五、創意插花：每週六  

1:30PM~3:00PM
六、楊氏老架太極拳：每週六  

5:00PM~6:30PM
七、天金陣鼓：每週日  

10:00AM~12:00PM

詳情請瀏覽網頁www.tianjintemple.org
或電604-568-9880

華商婦女會
2016母親節午宴
4月30日(六) 11:30AM
地點: Vancouver Royal Yacht Club

溫哥華皇家遊艇俱樂部
3811 Point Grey Road, Vancouver

華商婦女會今年進入二十週年了，我們
將於4月30日提前為母親們安排海邊美
景午宴。

詳情請電郵：madeline9_@hotmail.com

台加文化協會
預告: 亞裔傳統月台灣紀錄片
5月1-15日  
地點: 台灣文化中心 二樓大廳

繼去年亞裔傳統月放映台灣電影，今年
將以紀錄片為主題，放映十五部台灣紀
錄片，包括: 如歌的行板，看見台灣，
石頭夢，牽阮的手，翻滾吧！男孩，有
人只在快樂的時候跳舞，返家八千里-
黑面琵鷺，被遺忘的時光， 霧鹿高八
度，藝霞年代，無米樂，跳舞時代...等

大溫哥華台僑社區
2016慶祝母親節「愛母親說母語」
鹿湖趣味健行活動
5月7日 (六) 2:00PM-5:00PM
地點: Burnaby Deer Lake Park (Canada 
Way從Sperling右轉直入公園停車場)
費用: 全免 (歡迎穿過去三年任何一件T
恤，也歡迎現場購買。)
大溫哥華台灣同鄉會 604-365-8059  
大溫哥華台灣松齡會 604-291-8186
台加文化協會 604-267-0901
白石台灣同鄉會 778-859-2377
卑詩省台灣商會 604-270-4610      
溫哥華台灣客家會 604-599-7260
溫哥華台灣媽媽團 604-782-2321
溫哥華台灣語言協會 604-251-6950

大溫哥華台灣同鄉會
2016北美地區台灣傳統週
亞洲之心 The Heart of Asia
福爾摩沙馬戲團 Formosa Circus Art
5月20日(五) 7:00PM
地點: Vancouver Playhouse
票價: $15
Tickets/Info: 778-317-9762

本次演出以本土特技結合西方元素的創
新形式，搭配客家、原住民之歌唱、舞
蹈，呈現台灣族群融合，多元豐富的文
化樣貌。

溫哥華台灣語言協會 
台加文化協會
「說不完的故事」 
一起來通過故事  
加強台文表達與讀寫的能力

5月27日起逢週五 2:00PM-3:00PM
地點: 台灣文化中心 文創室
查詢: 李贊星 604-251-6950

-大溫哥華台裔社區活動看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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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 田興和
時間: A班星期一&三 10:00am-12:00pm

B班星期二 7:45pm-9:30pm
費用: A班$25/月；B班$40/3個月   

您是否經常回味起年輕時在操場、公

園、草地上大夥兒圍成一圈，盡情暢快

跳著土風舞的美好時光? 律動的身體伴

著優美輕快的樂曲，那是多麼令人愉悅

開懷的享受啊! 無論您是要重拾美好時

光或是對舞蹈熱衷喜愛、抱有熱情的，

我們都竭誠歡迎您加入我們的行列!

----------------------------------

老師: 謝依霖                           
時間: 星期一&三 1:00pm-3:00pm
費用: $30/月；$10/Drop in

國標舞老師Elaine來加拿大後先後跟隨
Ballroom老師:Denis Tremblay、Luana 
Conte。 Latin老師: Katerina 
Michtchenko、Olga Richardson學習
國際標準舞技巧訓練。2010 Canadian 
Closed Competition (CCC) Senior Pre-
Champ Standard Champion。教學經

驗豐富。
(週一老師上課 & 週三學員自行練習)

----------------------------------

老師: 謝依霖                           
時間: 星期二 1:00pm-2:30pm
      星期五 10:00am-11:30am
費用: 會員$12/月；非會員$18/月
      $5/Drop in
排舞是一種簡單易學的單人舞，近年來

逐漸風行，受到民眾喜愛。它不受性別

和年齡的限制，男女老少皆宜，它綜合

多種不同的舞步，除了可以達到運動目

的，欣賞不同格調的音樂，其中方向

的變化，還能訓練您頭腦清晰，身心

靈活。

老師: 黃威傑 604-678-9967
費用: 會員Free；非會員$2/Drop-in

復健運動的內容將包含頸部、肩部、腰

部、臀部、腿部及腳部等的復健，讓大

家有機會學習自我保健及減緩常見的疼

痛。參加的學員請自備鋪地墊及穿寬鬆

的衣服。

----------------------------------

主持: 劉仲明
時間: 星期二&四 8:30am-10:00am
費用: 會員$1/次；非會員$2/次

許多養生的道理，都需要透過鍛練去體

會，不是背誦經典來的。平甩功可調節

身體的規律，通經疏眽，兼顧五臟六

腑。許多人每天定時鍛練，每次練完感

到身心舒暢，睡眠安穩，工作精神集

中。獲益良多。太極拳傳承自老祖宗的

養生智慧，練的時候平心靜氣，全身放

鬆，是所有愛好修行，養生，氣功的人

都應該學習的首要功法。歡迎您加入我

們的行列!

----------------------------------

老師: 沈于順&吳明芳 604-985-8687
時間: 星期六 10:00am-12:00pm 
費用: 會員$150/期；非會員$175/期
      (一期8堂課)；$25 Drop in
鄭子太極拳功架 ,太極拳推手, 無極站
樁 & 健身十二段錦鄭子太極拳37式緩
和鬆柔的動作，功效宏大老少咸宜，每
天利用空閒幾分鐘，能達到幼者壯、老
者健，是最王道的養生功法。青年者習
練，增加關節柔軟度、心肺功能、矯正
不良脊椎姿勢，學得防身武術。年老者
習練，下盤穩固不易跌倒，改善一些慢
性病，強化內臟、腦幹和中樞神經，達
到健康延年。

新一期課程已開始，歡迎報名參加!!

老師: Anchi
時間: 星期四 4月14日-6月2日
      11:00am-12:15m
費用: $120(共八堂課)

這是一堂針對初學者設計的課程，從瑜
珈基礎動作的解析，呼吸法的練習，靜
心，每個步驟都能幫助您放鬆身心，感
受內在寧靜。透過舒緩而正確地伸展，
幫助您增強體力，提升能量，健康瘦
身，保持好體態，改善腰酸背痛，強化
核心肌群。滿五人報名即開班。

----------------------------------

主持: 李友志 604-275-6365

時間: 星期日 10:00am-12:30pm

地點: The Zone Bowling 球館 (#180-

14200 Entertainment Blvd.,Richmond) 
在No. 6 Road夾Steveston Hwy; Silver 
City電影院和Subway對面，球館電話: 

604-271-2615。

----------------------------------

主持: 詹元稹 604-581-6191
開放時間: 星期一至五 9:00am-5:30pm

星期六 10:00am-5:00pm
星期二至四 7:00pm-9:30pm

費用: 會員$70/年 ；非會員$90/年 ；
晚上週末打球額外$1；
非會員Drop in $3

歡迎有興趣於桌球運動的朋友們一起參

與。請記得自行邀約同伴打球，謝謝!

另有初學者陪訓&指導 $20/堂；女教練

指導。

-------------------------------

聯絡: 林文壽 604-241-7536
      李友志 604-275-6365
      劉坤益 604-241-0289
      林德清 604-277-7589

歡迎有興趣參加者，與召集人聯絡!

新班

四月停課

四月停課

四月停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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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開班!

   

主持: 鐘淑汝 604-418-1357
時間: 星期六 2:00pm-5:00pm
台加卡拉OK俱樂部設備精良，同好如
雲，高手如林。歡迎大家相約一起來練
唱、聽歌或試膽。俱樂部成員每半年收
取會費30元，全年50元。台加會員drop 
in $3，非台加會員每人每次收費$4。

歡迎您邀請朋友同來參加

4月16日暫停一次!

----------------------------------

主持: 張鍾玲
時間: 4月9日(六)7:00pm

⊙園藝: 扦插繁殖

     講解植物的扦插繁殖方法

  講師: 高源雄

⊙盆栽: 插枝創作狀元紅盆栽

  講師: 王永輝

雷久南博士說:藥就在你身邊，如果我
們可以自己來種有機的蔬果，就可避免
吃下劇毒的農藥、化肥、殺蟲劑、除草
劑而得到健康! 我們園藝社四月份要教
大家作扦插，用盆子種出有機的蔬菜水
果，連住公寓也沒問題! 五月份園藝社
舉辦盆栽展，還有盆栽製作示範喔! 歡
迎加入園藝社，接觸大自然會使你越來
越快樂!

----------------------------------

主持: 劉仲明 604-266-2926
時間: 星期五 1:00pm-3:00pm        
費用: Free
玩橋牌，可以使人的心智靈敏、結交朋

友、培養默契，並且享受比賽的樂趣。

歡迎新手參加，混含練習，熟悉叫牌及

打牌技巧。有興趣的會友請最晚於前一

天聯絡負責人。

時間: 3月7日-6月6日
每星期一10:00am-12:00pm

費用: 每班$120 (一期12次)

從最基礎的單字、句型開始到簡單常用

的日常會話及日語歌謠練習，希望能使

學員們在輕鬆活潑的氣氛中享受學習日

語的樂趣及提高學習興趣。

教師: 劉瑛瑛，台灣政治大學外交系，

日本國立東京學藝大學(原東京師範學

校)教育碩士，旅日八年半。曾任職於

台北駐日本東京經濟文化辦事處三年餘

及台灣南開科技大學及南投縣社區大學

日語講師，計十餘年教學經歷。

----------------------------------

時間: 3月1日-5月17日
每星期二 10:00am-12:00pm

費用: $120 (一期12次)
從最基礎的發音、文字(50音平假名、

片假名)開始到簡單常用的日常會話及

日語歌謠練習，希望能使學員們在輕鬆

活潑的氣氛中享受學習日語的樂趣及提

高學習興趣。

----------------------------------

Instructor: Flora & Peggy
Tue 7:00pm-9:00pm $180(12 weeks)

本華語會話班課程內容實用，編排生動

活潑，是由教學經驗豐富的溫哥華台灣

語言協會創會會長胡玉華老師精心設

計，最適合完全沒有中文背景的學生。

請台加會員多多將此實用的華語會話班

課程，介紹身邊的非華語背景親友。隨

時歡迎報名或試聽。

老師: Charles Mclarty
時間 :每星期二 1:00pm-3:00pm
費用 :會員 $20/ 月；非會員 $30/ 月

學英文不再只是跟著課本背誦，也可
以很多元化，台加文化協會現推出以
英文時事討論方式讓學員能融入當地
的話題並進一步學好英文。Mr. Charles 
Mclarty向以輕鬆愉快的方式引導學員
閱讀英文報紙，並學習以英語表達意
見。

----------------------------------

  TCCS Toastmaster

聚會時間: 4月6日&20日
負責人: 馬苔菱

指導 : Chris Lee  

您是不是在眾人面前講話就緊張不已 ?

與人溝通時，您能否精準的表達您的意

思 ? 在商業或日常生活面臨談判時，你

知道這之中的說話技巧嗎 ? 不管你是對

一人或眾人，台加 Toastmaster( 國際

演講協會 ) 可以幫助您，讓您在職場或

家裡，說話有條理與自信，瞭解其方

法，擁有好口才絕對不是難事 !

Do butterflies attack your stomach 
when you're asked to speak before a 
group?  Can you confidently express 
your thoughts and ideas?  From 
public speaking, presentations to 
general conversation, Toastmaster will 
strengthen your communications skills 
and boost your confidence.  Come join 
us on 4/6 and meet friends who are 
just like you!

----------------------------------

時間 : 4 月 23 日 ( 六 )2:00pm-5:00pm

加拿大註冊移民顧問 Jessilyn Liu 將在

台加，現場提供有關楓葉卡、移民、入

籍等義務諮詢協助，歡迎前來。

請事先預約，以免等候 604-267-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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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 詹元稹604-581-6191/ 778-985-1136             費用:會員Free/非會員$3

時間 健行地點
109

walks
行程
(km)

領隊 集合地點

4/2 ( 六 )
9:15 am

UBC gardens
Vancouver 1 9 李贊星

604-688-0500 Old SW Marine Dr. UBC

4/9 ( 六 )
9:15 am

Mountain Park
Burnaby 14 8 葉茂雄

604-299-0496
Hastings St. (or Gagliardi ) >Burnaby Mountain 
Parkway >Centennial Way > parking

4/16 ( 六 )
9:15 am

Deer Lake
Burnaby 17 5.5 詹元稹

604-581-6191
Canada Way > Sperling Ave. > Deer Lake Ave. 
>Century Park (Shabolt centre) parking

4/23 ( 六 )
9:15 am Richmond South Dyke Trail 60 12 鐘淑汝

604-275-1357
#3 Rd S. > Dyke Rd W > London Farm Historic 
Site (6511 Dyke Rd)

4/30 ( 六 )
9:15 am

Capilano Canyon
N. Vancouver 43 8 葉茂雄

604-299-0496
#1 HWY (exit 14) > Capilano Rd N.> Capilano 
regional park >Hatchery 南方的 parking lot.

5/7 ( 六 )
9:15 am

Point Grey
Vancouver 12 6 李贊星

604-688-0500
N.W. Marine Dr. @Spanish beach west close to 
washroom.

備註 : 1. 務必穿登山鞋 (或球鞋 )，且自備雨具，風、雨、雪無阻。沿途風光明媚，請別忘了攜帶相機。

2. 健行詳細內容請依編號參閱 Douglas & McIntyre 出版 “109 Walks in British Columbia’s Lower Mainland”(6th Edition)。
地點及詳圖請電洽當日領隊。

---------------------------------------------------------------------------------------------------------------

主持人：廖純如校長

負責人：戴振華老師 778-668-5308 

費用：$150/每期10次；

教師：李佳慧老師

時間：星期二 4:00pm - 5:30pm(2月2日起-4月12日止)

素描、水彩、卡通畫、壓克力畫

教師：戴振華老師

Ａ班：星期三 3:30pm - 5:00pm
Ｂ班：星期六 1:30pm - 3:00pm (2月6日起-4月9日止)
 C 班：星期六 3:30pm - 5:00pm (4月23日起-6月25日止)

為什麼讓孩子學棋呢？

靜下、思考，增強邏輯推理能力。

在輸贏之間，漸次提升挫折容忍度。

教師: 甘錦城老師

時間: 星期三 3:30pm - 5:00pm (3月30日起-6月1日止)

書法、水墨

教師：Bonnie，美國國際豎琴療法師(IHTP Certified Harp 
Practitioner)、 Vancouver Academy of Music 室內樂團團
員。2012-2015榮獲多次Vancouver Kiwanis Music Festival 
室內樂團團體組表演獎及豎琴個人組及團體組冠亞軍。

時間: 星期四 4:00pm - 4:50pm

      (5月6日起~5月26日止)、(6月2日起~6月23日止)

人數: 每班 3~5人

年齡: K~Gr7

學費: $100/每期4次（每位學生將有一台豎琴在課堂使用）

教師：趙啟帆老師

時間：星期五 4:00pm - 5:30pm

除聽與說的練習外，另著重於閱讀與寫作。

額滿

新開班!

台加 7月 & 8月魔術棋彩Fun夏令營開始接受 Early Bird 早鳥報名，可享有優惠喔!

詳請請參閱台加文化協會網站 www.tccs.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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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加身心靈中心
Holistic Health

· 台加身心靈中心

您想健康、快樂嗎？

什麼是身心靈健康的理念及做法？讓我們一起來台加身心靈成長中心學習，幫自己看到

希望，以活出健康、快樂的人生；你、我都可以做到。今天就可以開始。

需要個人成長探討者，請打預約電話 604-267-0901。

文 / 藍斐薰

幸福 是用感恩之心看你生活中的人、事、物

一般人當事情如我們所願，我們就開心，如果不是，我們通常就覺得不如意或失望。當我們對人有所期待，產

生了很多〝應該〞，那往往是失望的開始，很多不好的情緒就此產生，每個人都是獨立的個體，每個人對人、

事、物都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選擇和做法，當我們認同別人的做法，大家相安無事，但當別人的做法、想法

和我們不同，尤其是親近的伴侶、家人、小孩時，我們可能不太舒服、滿意，也可能感覺失望。

朋友的女兒去外省讀大學，第一次離家，爸媽都很捨不得，也有點不放心，朋友女兒也非常貼心，每天和父母

通話，讓父母放心，當我告訴自己11年級的女兒時，她覺得沒必要天天通話，有事情聯絡就好了，或許有些父

母會覺得小孩不天天和你通話就不夠貼心，如果你一定要小孩照你所想的去做，你可能會失望，我們也常會期

待伴侶照我們的期待對待我們，主動幫忙，主動關心我們，看到我們的付出，這是人之常情，但往往也是衝突

的開始。

在電影〝Break up〞中，女主角這句話可能是所有女人的心聲，〝I want you to want to help.〞(我要你想要主

動幫忙)，但這是她的期待，她希望她的伴侶在晚餐聚會後馬上整理廚房，把髒的碗盤馬上收拾乾淨，但她的

伴侶覺得自己在外忙了一天，當客人走了，他只想好好休息放輕鬆，女主角認為不收拾乾淨她無法放鬆，這種

事常常在很多人的家裏上演。在電影裏，就因為這件事情，兩人愈吵愈激烈，終於到了不可收拾的後果，當然

事情不是像表面看來這麼單純，就像當我還是中學生時，看到一篇有關夫妻為了擠牙膏而吵到離婚的文章，覺

得非常不可思議，長大後，才知道這背後有多少的情緒醞釀。感情好或不好都不是一天造成的，如果我們常抱

著感恩的心，想到伴侶、家人對我們的好，看對方的優點，當我們常常看到對方的優點，我們會愈來愈喜歡對

方，我們就很容易開心；反之，如果我們常想到別人沒順著我們的心，不如我們的意，那麼抱怨之心油然升

起，不滿的情緒也會不斷發酵，這樣的情形發生，不開心的是誰，答案是很明顯的。人是非常奇妙的動物，當

我們的感受不同，我們的情緒就完全不同，雖然事情是不變的，更奇特的是，本來不變的事，因為我們的感

受、想法不同，我們和伴侶、家人互動改變了，事情也開始改變了。

每個人都喜歡被欣賞、被認同的感覺，當人有這種感覺，他也希望你能開心，這是一種好的互動循環，讓我們

用欣賞、感恩的眼光看身邊的人、事、物，收起挑剔的心，其實生活可以過得比我們想像輕鬆愉快。

幸福小組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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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齡中心
Golden Age Centre

金齡中心 ·

金齡日Golden Age Day

10:00am -11:00am 肢體律動– Monica 老師

11:00am -12:00pm 歡樂歌唱 - 英秀青老師

1:00pm - 3:00pm 專題演講 / 影片欣賞

* 65 歲以上金齡長輩會員免費
* 65 歲以下單日 $3 / 會員全年 $50 / 非會員全年 $100
* 午餐 $4 ( 如欲用餐，請於 1天前先預訂，以便準備餐點 )

週四下午的影片或講座歡迎會員與鄉親朋友參加

4月7日
1:00pm  劇情短片欣賞

《送報伕岸》原作: 楊逵(25 min)
《後來》原作: 夏曼 (25 min)  (詳閱 P.38)

4月14日
1:00pm  專題工作坊: 你我生命的故事!

  講員: 陳慧中

每個人生命中或多或少都有值得懷念或回味的故事，每個人的一生
也因著環境與際遇，而各有精采與經驗。三月起慧中老師帶著大家
一起整理分享自己的生命故事。一連幾個月，預定以五個工作坊，
來完成一本自己的生命故事書。這是一個有趣有意義，讓您動口也
動手的故事 工作坊，歡迎參加! 為準備材料與場地，請事先報名: 
604-267- 0901

4月21日
1:00pm  劇情短片欣賞

《晚風細雨》原作: 劉大任(25 min)
《老海人洛馬比克》原作: 廖玉蕙(25 min) (詳閱 P.39)

4月28日
1:00pm 專題:跌倒與壓迫--成因與防備之道

  講員: 陳長庚

以物理與化學原理，闡釋金齡族最需要了解的兩個事件

“跌倒”或“壓迫”何以發生? 科學上的原理怎樣解釋?

請金齡鄉親們一起來分享吧!

感恩的心，幸福的生活

時間：4月19 & 26日(二)10am-12pm
講師：沈含真 & 張鍾玲

你是否會希望生活更盡如人意，和伴侶，家人，小
孩有更好的關係和互動?

你是否想當你情緒的主人，了解左右我們情緒可能
的原因？

這兩次的演講，會透過影片，實例來探討如何轉換
生命的武功秘笈，進而使我們生活充滿喜悅之心。

講師介紹:

* 沈含真

洛杉磯南加州大學教育暨行銷管理碩士，曾任職航

空公司行銷企劃經理八年。1999 年移民溫哥華，
曾參與台加身心靈中心義工與主持人多年，目前也
在溫哥華福智文教中心學習。

* 張鍾玲

曾任職幼稚園的老師，在國立新竹師範小學附設幼

稚園服務。1993 年移民到加拿大溫哥華。從1995 
年開始，注意環保議題，2000 年的時候，跟著雷
久南博士學習。因為環保所以開始吃全素。十五、

六年來學習的很多自然的療法。2009 年進入福智
團體學佛，學習到吃素還有更深遠的意義那就是慈
悲不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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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perboy  (25 min)
嚴寒大雪，臺灣的楊君到報社應徵送報伕，說明來意後，老

闆示意他閱讀條款，如果同意便可立即上工。閱讀條款第三

條寫道要繳 10 圓保證金，楊君身上僅剩 6 圓，老闆稱看他

可憐通融他工作，日後跟著田中先生送報。出乎意料的是，

田中是個大好人，不但帶他折報、送報，還替他墊付餐費。

然而工作不了幾天，老闆卻要他轉去推銷報紙。但村莊就這

麼大，業績根本無法提高，上工第20天，老闆藉口業績太差，

認定楊君沒有努力工作而欲辭退他。楊君這才知道，原來工

作不到四個月不退保證金，而不到一個月更無薪資可領 ...

Set in Japan: On a bitter cold day with heavy snow, YANG, 
from Taiwan, goes to a newspaper office to apply for a 
paperboy job. The boss states that he must pay 10 yen 
deposit to start working immediately. YANG only has 6 yen 
so the boss says he will make an exception because he 
pities him. However, after 20 days the owner claims bad 
sales, and fires YANG for not working hard enough. Only 
then does YANG realize that the deposit was nonrefundable, 
nor can he be paid because he has worked for less than a 
month...

My Mother  (25 min.)
除夕當天，年邁的彩鳳好像走到哪都被人嫌，打掃沒有她的

份，廚房也不讓她去，就連想跟曾孫一起看電視，曾孫都寧

可把電視讓給她 … 晚上的圍爐，母親簡單交代了祖厝的處

理 …。深夜卻聽到母親暴怒，因為天公拜完，沒有叫她起來。

On Lunar New Year's Eve, elderly mother seems to be an 
annoying influence… Her youngest son, who has been 
unemployed for a long time, is the only one who will still chat 
with her. One daughter and mother take a stroll in the park, a 
walk that unexpectedly sends mother into a rage.

End of A Century: Miea's Story  (25 min)

25 歲的米亞有過被眾仰慕者圍繞的年少輕狂，但她不要麻煩

的愛情。米亞與有家室、年紀大得足以當她父親的老段交往，

住在一間陳舊的頂樓公寓，公寓與她的美麗，以及她在房內

裝飾的、灑落的假花假瓣顯得格格不入 …

In the hazy years of her youth, 25-year-old Miea used to be 
surrounded by admirers, but she did not want love that was 
troublesome. She is dating a married man who was old 
enough to be her father…

Spring Beauty  (25 min.)
阿輝一如既往來到滿妹的 Pub 玩快打旋風，依舊選擇春麗：

一個天蠍座，在少女時代就背負沉重報殺父之仇的角色 …

As always, A-hui came to Man-mei's pub to play the 
Street Fighter video game choosing to play his regular 
Scorpio character Chun-li, who is burdened with the heavy 
responsibility of avenging her father's death…

The Freezer  (25 min.)
橘子擁有一座像超市的超大冰箱，冰箱裡頭一應俱全且擺放

整齊。她寫小說，寫一位可以聞到分手味道、名叫螞蟻的男

子的故事 …

Tangerine owns a super-large freezer like those in 
supermarkets. It was fully stocked and well organized. She 
wrote novels, and a story about a man named Ant…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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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eeze and Drizzle  (25 min)
仁浦與父親在列車上，一個個名字挨著確認紅包裡頭裝的金

額，這趟旅程是在開放探親之後，回鄉祭祖與尋親的 …。祭

祖時，仁浦對父親的痛哭失聲很是訝異。後來，仁浦才知曉

原來母親始終不願意跟著回來的原因，以及他們要找的這個

大妹的來歷，這個事實無疑顛覆了母親在他心中的形象。 

While on a train, Renpu and his father check whether 
the money inside each red envelope matches their list of 
designated names. They are returning to their hometown 
to worship the ancestors and look for relatives... Renpu is 
surprised that his Father cries out when worshiping the 
ancestors. Subsequently, when seeking out the relatives, 
Renpu finally realizes the reason his Mother was reluctant to 
come with them.

Old Seafarer  (25 min)
蘭嶼少年洛馬比克有著高超的捕魚技術。他的情人洛伐特說

神父要帶她去臺灣學縫紉，他們在洞穴裡告別，並互相承諾

要等彼此，在見到面之前就通信吧。父親親自教洛馬比克挑

選可以砍伐的樹，以及如何栽種，豈料「國軍」卻帶了犯人

來砍樹，被洛馬比克父子制止之後，犯人「0297」勸洛馬比

克應該到臺灣讀書 … 五年後洛馬比克成了討海人，跟著漁船

來到臺東，意外重逢了洛伐特，只是，她已經是一個三、四

歲大女孩的母親 …。

Luomabike is a young fisherman from Orchid Island. His 
lover Lofat tells him that a priest is taking her to Taiwan to 
learn tailoring. They bid farewell to each other in a cave and 
commit to write to each other and wait until they can meet 
again… Five years later, Luomabike becomes a fisherman 
and visits Taitung with the fishing boats. He accidentally 
runs into Lofat again, only to find that she is already the 
mother of a young girl.

The Moths  (25 min)
昆蟲學家米索的建築師男友向她說明了關於改建一棟老宅的

工程，米索和他到老宅走了一回，但打從踏進這老宅開始，

有些似乎不屬於她記憶的影像浮現。另一頭，天橋上有位叫

小襄的女孩，趕路時還被路人的行李在左大腿內側撞了一下；

同個時刻，米索在同一個地方也受傷了 …

Misuo, an entomologist, is shown a reconstruction project 
of an old building by her architect boyfriend. Later, images 
that are not part of her own memory start to emerge. A 
girl named Xiao-xiang has her leg bumped by a passerby's 
luggage while hurrying across a footbridge. On the same 
day, Misuo is injured at exactly the same spot…

Those Days When We Were Young   (25 min)
在一片美麗的湖色山光，山東硬漢老魏與臺灣小姑娘阿月在

眾人的祝賀下結婚了。不過阿月一定沒想到，枕邊這位夜夜

惡夢的另一半，經常與胖子等朋友聚在一起，張貼、發散反

蔣的文宣品，並收聽中共關於文革的廣播。阿月對老魏的行

徑感到不解 … 兩人終至離婚收場。在朋友居中協調下，老魏

想再見阿月，在那關上了門的書房裡，究竟，老魏想跟阿月

談什麼？ 

Amidst spectacular scenery of serene lakes and majestic 
mountains, Old WEI, a tough guy from Shandong, marries 
A-yue, a young girl from Taiwan. However, A-yue was 
unaware that her new husband, was having nightmares 
every night, and often getting together with friends to post 
and distribute anti-CHIANG Kai-shek propaganda, and listen 
to Communist broadcast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Elephant Apartment   (25 min)
電影放映師小象封閉自己，工作讓他可以合情合理地無時無

刻與人隔離。在小象夢中，有被汲取靜電的羊群，還有動盪

不安的象住宅。小象受不了不絕於耳的施工聲，向工人抗議，

卻意外地發現牆的裂縫中有好多讀書的人被困住，而他自己

也被吸入縫隙中 …。

Elephant lives in seclusion. His job as a movie projectionist 
even allows him to be isolated from people at work. Trapped 
in his dreams that are filled with electrostatic sheep, and his 
home life in turmoil, can Hsiao-hsin change his world?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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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加課程 &活動
TCCS Activities

· 台加課程 & 活動

    

星期日 Sun 星期一 Mon 星期二 Tue 星期三 Wed 星期四 Thu 星期五 Fri 星期六 Sat

週一至週五
  9:00am-5:30pm
週二 / 週四 
  7:00pm-9:30pm
週六 
  10:00am-5:00pm

嚴榮宗油畫展

˙展出時間 :
  4 月 1 日 - 29 日
  週一至週五 9am-5pm

  週六 10am-5pm

˙開幕茶會:

 4月15日(五)2:30pm

1
橋牌社 1:00pm

高級中文課 4:00pm

2
健行社 9:15am
UBC gardens,Vancouver

鄭子太極拳 10:00am

兒童圍棋B班 1:30pm

卡拉ok俱樂部 2:00pm

3
保齡球俱樂部 10:00am

4
土風舞 10:00am

大家的日本語初級I 
10:00am

5
平甩&太極 8:30am

日語基礎會話班 10am

做理想父母12:30pm

英文時事會話班 1pm

兒童藝術啟發班 4pm

土風舞 7:45pm

6
土風舞 10:00am

兒童圍棋A班 3:30pm

Toastmaster 7:00pm

書畫藝術班 3:30pm

7
平甩&太極 8:30am

金齡日 10am-3pm
肢體律動 10am
歡樂歌唱 11am

閱讀時光短片 1pm

8
橋牌社 1:00pm

高級中文課 4:00pm

9
健行社 9:15am
Mountain Park, Burnaby

鄭子太極拳 10:00am

閱讀時光短片 10:30am

兒童圍棋B班 1:30pm

卡拉ok俱樂部 2:00pm

盆栽園藝俱樂部 7:00pm

10
保齡球俱樂部 10:00am

11
土風舞 10:00am

大家的日本語初級I 
10:00am

12
平甩&太極 8:30am

日語基礎會話班 10am

做理想父母12:30pm

英文時事會話班 1pm

兒童藝術啟發班 4pm

土風舞 7:45pm

13
土風舞 10:00am

兒童圍棋A班 3:30pm

書畫藝術班 3:30pm

14
平甩&太極 8:30am

金齡日 10am-3pm
肢體律動 10am
歡樂歌唱 11am

初學者瑜珈 11am

專題工作坊: 你我生
命的故事! 1pm

15
閱讀時光短片 10:30am

橋牌社 1:00pm

閱讀時光短片 1pm

藝廊開幕茶會 2:30pm

高級中文課 4:00pm

16
春宴 @ Nikkei Place
台日聯合慶祝春天活動
休館一天

健行社 9:15am
Deer Lake, Burnaby

鄭子太極拳 10:00am

17
保齡球俱樂部 10:00am

18
土風舞 10:00am

大家的日本語初級I 
10:00am

19
平甩&太極 8:30am

日語基礎會話班 10am

身心靈成長10:00am

做理想父母12:30pm

英文時事會話班 1pm

兒童藝術啟發班 4pm

土風舞 7:45pm

20
土風舞 10:00am

兒童圍棋A班 3:30pm

Toastmaster 7:00pm

書畫藝術班 3:30pm

21
平甩&太極 8:30am

金齡日 10am-3pm
肢體律動 10am
歡樂歌唱 11am

初學者瑜珈 11am

閱讀時光短片 1pm

22
龍吟滄海音樂節
Sound of Dragon
@ Roundhouse Centre

閱讀時光短片 10:30am

橋牌社 1:00pm

高級中文課 4:00pm

23
龍吟滄海音樂節
Sound of Dragon
@ Roundhouse Centre

健行社 9:15am
Richmond South Dyke
Trail

鄭子太極拳 10:00am

卡拉ok俱樂部 2:00pm

移民入籍諮詢 2:00pm

兒童圍棋C班 3:30pm

24
龍吟滄海音樂節
Sound of Dragon
@ Roundhouse Centre

保齡球俱樂部 10:00am

25
土風舞 10:00am

大家的日本語初級I 
10:00am

26
平甩&太極 8:30am

日語基礎會話班 10am

身心靈成長10:00am

做理想父母12:30pm

英文時事會話班 1pm

兒童藝術啟發班 4pm

土風舞 7:45pm

27
土風舞 10:00am

兒童圍棋A班 3:30pm

書畫藝術班 3:30pm

28
平甩&太極 8:30am

金齡日 10am-3pm
肢體律動 10am
歡樂歌唱 11am

初學者瑜珈 11am

防備跌倒與壓迫 1pm

29
橋牌社 1:00pm

閱讀時光短片 1pm

高級中文課 4:00pm

30
健行社 9:15am
Capilano Canyon
N. Vancouver

鄭子太極拳 10:00am

閱讀時光短片 10:30am

卡拉ok俱樂部 2:00pm

兒童圍棋C班 3:3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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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加藝廊
TCCS Art Gallery

台加藝廊 ·

展出時間：4 月 1 日 - 4 月 29 日

          週一至週五 9am-5pm，週六 10am-5pm
開幕茶會：4 月 15 日 (五 ) 2:30pm

1959年出生于台灣，

19 歲時曾學了 3 個

半月油畫，五年前重

拾畫筆加入加拿大藝

術家聯盟，他靠自

學在一年內入選八次

全國美展，以前所未

有破紀錄的速度獲得

申請為高等會員的資

格，並且年年在全國

性大賽得獎。今年 3
月，更以高票當選加

拿大畫家的最高榮

譽—SFCA（高級簽

名會員）的席位。這

是 聯盟金字塔頂端

當代大師級的身份，

加拿大所有的畫家窮其一身夢寐難求，75 年來只有極少數

的人獲此殊榮。 這是進入 Emily Carr University of Art ＋ 
Design 任教的重要門檻，且成為 FCA 全國及世界性大賽的

指定評審，參加 FCA
的任何比賽，作品終身

免審核，直 接保送進

入決賽，也進入聯盟的

管理核心，有權建議或

主導聯盟的政策制定。

總會長在頒獎時，也非

常驚訝他竟能在短短五

年內得此成績，他為自

己，也為台灣增光。

時間 : 5 月 20 & 27 日，6 月 3 日 & 10 日
             10am-12pm，共 4 天，8 小時

美國 WILTON 的教學系統是一套非常扎實的基礎入門技

藝，藉由三階段不同等級的課程。讓學員由淺入深學會

利用花嘴製作出細緻獨特的蛋糕裝飾，並於進階課程中

教導如何搭配所學，創造出屬於自己風格的藝術蛋糕。

WILTON COURSE 1的課程中將學到 :

如何調配課程中所使用的奶油霜及講解奶油雙濃度要求

和使用範圍

如何正確使用裱花袋和花嘴轉換器

利用課程所配置的練習板和花嘴學習如何做 : 星星、小

花環、大花環、 曲線、 z 曲線、漩渦、圓點、拉圓點、 

小珠子花邊、玫瑰花、太陽花、小雛菊、百葉、6 瓣小

轉花、貝殼、貝殼爬行、葉子、草和花梗。以及介紹如

何用果膠轉印圖案的運用範圍。

『2016 年加拿大地區臺灣美食廚藝巡迴講座』將於 5
月 13 & 14 兩日 (星期五及星期六 )下午兩點在台灣

文化中心舉行。詳情請看台加文化協會網站及台加月

刊或洽台加文化協會：電話 604-267-0901。

2016臺灣美食廚藝巡迴講座
五月活動

美國WILTON基礎裱花證書班
五月新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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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7”是什麼？（Robert Lepage 喜歡在作品中玩數字

和字母），887 是 Lepage 的魁北克家鄉從小住的舊公

寓大樓的門牌號碼（887 Avenue Murray），宛如說書人

的 Lepage 站在舞台上娓娓道來，舞台上的旋轉式布景，

還原成一棟四四方方 60 年代風格的矮層公寓，故事從

Lepage 的童年開始說起，談到他藍領階級開計程車為生

的父親，飽受艾茲海默症之苦的奶奶，一家三代十多張

口要吃飯，都得在擁塞的小公寓中度日；公寓隔壁兩條

街外，是魁北克有錢人住的高級住宅區，一條街，隔開

了上流與底層，英語與法語，新教與天主教，富與貧階

級的兩造世界，很不幸，勒帕吉一家人歸身後者。

舞台上的獨白，從童年的記憶出發，也從家鄉的門牌號

碼出發，抽絲剝繭，探索記憶的本質。小時候父親的一

句話，母親說的故事，如數家珍，甚至小時候家裡的電

話號碼，依舊深植在腦子哩，但如今為何自己一組手機

號碼都記不住？資訊多如麻，斷簡殘篇中，為何腦子裡

總有些字句與意象揮之不去？

一個身經百戰的演員，要記住的台詞和劇本不知多少？

他／她背後的人生劇本和對話呢？記憶的虛與實，究竟

在何處歸位？

Lepage 曾經在自述中提及，＂詩與藝術仰賴人類透過不

完美記憶，重塑事件的能力＂，他認為＂人應當享受記

憶的不準確，並嫻熟運用它作為創造的工具＂。

以多種語言形塑角色，並時時凸顯魁北克的文化認同和

魁北克人的困境與轉換，【887】的獨幕劇，再次以個人

游於藝，憶如夢：談魁北克劇場大師

Robert Lepage 的【887】（下）

文 / 范琪偉

的記憶之河，匯流入世代的歷史的集體記憶，包括他童年時代

歷經的魁北克民族獨立運動，魁北克解放陣線（FLQ）經年發

動炸彈恐怖攻擊，表現在舞台上，用璀璨的煙花和影像互疊，

背景穿插播放 60 年代法國總統戴高樂訪問加拿大在魁北克的演

講紀錄片和演員手裡的玩具汽車和口袋裡的人偶作為隱喻（當

時支持魁獨的戴高樂公開高喊＂解放魁北克＂的一句口號，曾

經一度造成法國和加拿大的外交和政治危機）。

Lepage 在舞台上巧妙幽默地將政治觀點融入劇中，不，應該是

說，面對他生命中的經歷與困境，他以藝術技巧爐火純青地內

化成一種創作歷程。

57歲的勒帕吉，以懷舊的眼光，記住曾經發生過的事件，歷程，

哪怕在未來記憶的汪洋大海中，是選擇一指 delete，還是備份

再備份？

他創造的劇場世界，總是如此在地又世界性，在他過去其他諸

多劇作中例如【龍之三部曲】（The Dragons’ Trilogy），【太

田川的七條支流】（The Seven Streams of the River Ota），

他曾經深入研究印尼文化，日本文化，還會寫書法，並使之成

為他創作的精華；他除了說流利的英法雙語，還在東京演出過

日語的舞台劇，他的舞台現場總是進行著各國語言的轉換，就

像他帶領的劇團，以劇場為核心，進行著多種媒體與戲劇輪迴

式的火花碰撞。

誠如他對魁北克身分認同和族群自信的期許一般：開放，但開

放之外必須自信融入，並堅持自己的底氣和性格。

很幸運，加拿大有這麼一號傳奇人物，游於藝，任遨遊的現代

劇場／電影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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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鳥語花香
圖文 /張幼雯

    

三月的溫哥華，櫻花滿城飛。那樣的美麗，是我隔著太平洋

的另一種鄉愁。想著溫城花開，追著台灣的櫻花跑，也算是

解了鄉愁些許。

今年的台灣櫻花，因為氣候驟冷，亂了花期，花開得疏離，

不過，台灣的綠繡眼、白頭翁，在台灣山櫻花枝頭依舊活潑

跳躍。這是我在溫哥華沒看過的「鳥語花香」。

春天來了，櫻花開了，綠繡眼小小身軀飛上飛下，吸吮花蜜。

比綠繡眼更小身軀的蜜蜂，也不讓，大半個身軀沒入花心，

甜嘴個夠。連續多日追春的腳步，櫻花很匆匆，新綠嫩葉已

悄悄上了樹梢，紅花斷斷續續偷偷墜落。

我忙著惜春，綠繡眼、白頭翁則忙著你來我趕，還想與花多

溫存片刻。此時，夕陽步步接近。眼前的景象，讓我想起李

商隱的「天涯」－ 

春日在天涯，天涯日又斜。 

鶯啼如有淚，為濕最高花。

對一個歸鄉的加拿大台裔人士來說，何處是天涯？

【鏡頭下的故鄉】



$488

鍺石，玉石加熱墊 辦公按摩椅
．背部揉捏

滾輪按摩
．消除疲勞

事半功倍 優美外型
附手提把
加熱43℃
大型操控盤

$88

$88

最
新
揉
肩
帶

．12隻滾輪曲線
排列符合
人體工學

．全部加熱
功能

．熱銷機種
．氣囊擠壓按摩

．腳底滾輪

$168
綠金龜子造型

$168

•3D功能等同於用手肘按壓，
力度增加50% max

•啟動後，會自動
滑行一呎，
節省1/5空間

小腿推壓
腳底滾輪

YN-8600S Space Capsule

3D立體滾輪 5組腳底滾輪 3D揉按技術智慧型操控 雲端APP

包稅、包送

Since 1999 Youneed Enterprises Ltd
高 登 健 康 生 活 館
天天營業：11:00am-6:30pm 手機：778-895-8116 www.youneedmassagechair.com

總店130-4231 Hazelbridge Way, 中環廣場一樓 (百家店，時代坊中間，麗都茶餐廳旁) Tel: 604-233-1896
列治文Lansdowne商場 #830-5300 No.3 Rd. (九記餐館的正門進入左邊) Tel: 604-276-1889
素里：#1363-10355 152 St.(Guildford Town Centre)London Drugs, Scotia Bank樓下 604-588-9368
本拿比麗晶廣場 #2827-4500 Kingsway, (二樓滙豐銀行隔鄰) Tel: 604-433-0398
高貴林#211-403 North Road, Insadon餐廳對面 (夾Hwy #7 的東北角廣場內)
卡加利經銷：威信，東北區太古廣場(大統華內) 403-781-7171
美國LA羅蘭崗6269655869，爾灣9496543936，亞凱迪亞7148120337

新

高登旗艦店4020呎盛大開幕特賣會
請注意：請開車到“後方”停車場，本店有五個專用停車位，歡迎來電，代客泊車！！

唯一有腳底滾輪按摩椅

•腳底滾輪刺激反射神經穴位
•全身上下26個氣囊擠壓按摩
•六種按摩手技，揉、捶、
同步指壓、推拿和滾壓

•採用最新3D立體紋皮革

was $6,670
$1,999只

要
包稅
包送

價格低於 $2,000還

最新3D立體
紋皮革

全身氣囊擠壓按摩

零重力姿勢

L型軌道按到
大腿和臀部

第二代 全新

3D手感

保用 5 年

全球唯一搖籃入睡程式

霄搖椅 II

YN-6910S

3D機芯會向上
頂出8公分，
按摩力度增加
50% Max

聲音
控制

藍芽
無線放音

負離子
產生器

3D霄搖椅

創新立體聲音響
無線藍牙

零重力姿勢

足底刮痧滾輪

採用創新
立體紋革 + 全身氣囊

200 種以上保健運動器材免稅中!

L型導軌，按摩
面積增加60%

腳底滾輪

零重力姿勢

腳底反射

可以按到掌管腰痛的環跳穴和居骨翏穴可以按到掌管腰痛的環跳穴和居骨翏穴

$88起

．可控制溫度
．紅外線加熱
．孝順長輩好禮物



TFSA免稅投資帳戶 - 您知道嗎﹖

$5,500/年供款      積少成多，複利增長，

助您早日達到理財目標。

請善用政府給予每個人專有的福利。

Cell:(604)671-4627

Margaret Cheung, CFP

楊彩鸞 註冊理財規劃師
Margaret Cheung, CFP

張楊彩鸞  註冊財務規劃師

聯絡電話: (604)671-4627

4

國際學生儲蓄分紅保險

灣

承建.管理.設計.裝修 

土地分割開發.住宅商業 

HPO Licensed Builder 
 

   Neil�Pan 

BREAK GROUND 
CONSTRUCTION LTD. 

建宇建築公司 

 604.616.7680 
 neilpanart@gmail.com 
neilpan.weebly.com 
2-5-10 WARRANT 

台北點心麵廠
鍋貼皮 水餃皮 餛飩皮
刀切麵 油麵 粗拉麵

陽春麵 烏冬麵

7109 Victoria Drive
Vancouver BC
（近巴士總站）

Closed on Sunday
星期日休息

(604) 322-5088
張鍾玲 

Joanne Cheng  
(604)817-0366 

身體力行環保儉約、天天為保護地球努力、 

為後代子孫留下一片淨土、環保＝健康＋財富 

最真誠的專業建議、不會有後悔的決定、 

客戶的利益擺第一、買賣雙方都開心、創造多蠃局面 

20年溫哥華地產經驗、累積各種地產買賣經驗 

商業、自住、投資、農場、歡迎委託，來電冾詢 

愛地球、愛鄰居、愛朋友、大處著眼、小處著手 

鄭江祥 
Walter Cheng  
(778)996-4832   

Licensed Group Childcare for age 2.5 to 5
In Burnaby and New Westminster

Registration: 778-668-7188
www.cambridgemontesso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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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mpmmath.com  |  mpmmath@shaw.ca

+ ÷
Through fun and 
interactive logic 
puzzles, children 
develop critical 
thinking skills and 
self-confidence.

Students build strong 
mathematical and 
problem-solving skills 
through a self-learning 
system.

加拿大國家考試及格

卑詩省註冊家庭牙醫

美國賓州大學牙周病學碩士

美國賓州大學牙周補綴專科醫師

美國賓州大學人工植牙專科醫師

前台北臺安醫院牙科主治醫師

主治:
痛症、骨性關節炎、高血壓、胸痺

(心臟病)、乳癌、胃癌、糖尿病、

憂鬱症、失眠、更年期綜合症

奇聖堂 604-261-8313
#1355-8888  Odlin Crest, Richmond  太古廣場

www.soulnaturalmedicine.ca

痛症、骨性關節炎、高血壓、胸痺

陳昶仁醫師






高傑海空
貨運海外行李搬家

 (汽車運送
 (搬運家具運送
 (私人物品裝紙箱運送

送往台灣,中國,
香港,多倫多,加東,
以及其它更多的目的地。

( 604 )  207-8868

第 一 家 中 華 民 國 政 府 重 點 支 持 的
“ 海 外 搬 家 公 司 ”

高 傑 榮 獲 台 北 市 政 府 產 業 發 展 局 所 頒
發 優 良 商 號 選 拔 榮 譽 標 幟 獎 牌 乙 面 。

高傑溫哥華公司榮獲加拿大卑
斯省台灣商會 2015年台商企

業創業獎

•

•













溫哥華: (604) 207-8963
台北: (02) 2793-7057
台中: (04) 2320-2526
高雄: (07) 330-7360

上海: (021) 6508-8826
深圳: (0755) 8229-5433
香港: (852) 8305-1881
多倫多: (905) 206-1213

facebook.com/GogetGroup  gogetgroup.com

代辦各大航空機票
客制化商務考察公務團

報名參加本地旅遊團優惠折扣
北美各地遊輪訂位及陸上行程安排
高爾夫球、火車團及特殊行程安排

黃刀極光尋奇四日之旅 邱吉爾尋奇四日之旅

請電 (604) 248-1433 或 info@ntsholding.com

加拿大自然之旅-富邦旅遊  

www.ntsholding.com

2180 - 8766 McKim Way, Richmond, BC, Canada, V6X 4G4

洛磯山脈盡享尊榮
遊輪假期輕鬆自在
歐洲假期不能錯過

泰國假期豪華超值
日本風情浪漫溫泉
錦秀中國五星住宿

歡迎台裔商家刊登廣告

讓社區彼此認識

彼此支持互惠互利

也歡迎商家參加 365 Club 

一日一元支持台加月刊  

每月將可刊登

1/16 頁的商業資訊

洽詢 : monthly@tccs.ca

604-616-7680 Neil潘 

604-961-3810 James 謝 

建宇建築工程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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